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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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编号: 128868   (序号：1) 
姓名: 刘玉广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政法委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城凤西路 51 号 岐山县政法委  
       邮编：72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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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明侠、焦炳兰、沈红奇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2 

编号: 128869   (序号：2) 
姓名: 李录喜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城凤西路 51 号 岐山县政法委  
       邮编：72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明侠、焦炳兰、沈红奇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2 

编号: 128870   (序号：3) 
姓名: 晁宽宁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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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渭北东路   岐山县法院   
       邮编：7224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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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明侠、焦炳兰、沈红奇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2 

编号: 128871   (序号：4) 
姓名: 陈永辉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渭北东路   岐山县法院   
       邮编：7224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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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明侠、焦炳兰、沈红奇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2 

编号: 128872   (序号：5) 
姓名: 张洪恩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渭北东路   岐山县法院   
       邮编：7224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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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明侠、焦炳兰、沈红奇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2 

编号: 128873   (序号：6) 
姓名: 徐颉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渭北东路   岐山县法院   
       邮编：7224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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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明侠、焦炳兰、沈红奇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2 

编号: 128874   (序号：7) 
姓名: 李晓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麦禾营派出所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雍川镇街道 013 号    麦禾营派出所  
       邮编：7224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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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明侠、焦炳兰、沈红奇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2 

编号: 128875   (序号：8) 
姓名: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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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看守所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西路 15 号.   岐山县看守所  
       邮编：72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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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明侠、焦炳兰、沈红奇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2 

编号: 129794   (序号：9) 
姓名: 马鸿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政法委 
      陕西省咸阳武功县人民路县委院内   武功县政法委   
       邮编：7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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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慧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0 

编号: 129795   (序号：10) 
姓名: 徐卫锋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南仁乡派出所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南仁乡    南仁乡派出所   
       邮编： 7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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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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慧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0 

编号: 129796   (序号：11) 
姓名: 杨智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看守所 
      陕西省咸阳市吴家堡四段路  秦都区看守所   
       邮编：7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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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慧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0 

编号: 129806   (序号：12) 
姓名: 罗俊康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政法委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五星街 38 号  汉滨区政法委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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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广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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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6 

编号: 129807   (序号：13) 
姓名: 张逢涛 
职务: 主任（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610 办公室”（防范办）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五星街 38 号  汉滨区政法委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9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广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1 

编号: 129808   (序号：14) 
姓名: 张鹏（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五星街 50 号      汉滨公安分局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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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广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1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6 

编号: 129809   (序号：15) 
姓名: 赵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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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五星街 50 号      汉滨公安分局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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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广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1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6 

编号: 129810   (序号：16) 
姓名: 王锦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五星街 50 号      汉滨公安分局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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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广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1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6 

编号: 129812   (序号：17) 
姓名: 李继红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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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新城派出所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香溪路 10 号   新城派出所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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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广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1 

编号: 130166   (序号：18) 
姓名: 肖西亮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 63 号   西安市公安局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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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编号: 130167   (序号：19) 
姓名: 李剑博 
职务: 副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 63 号   西安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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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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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编号: 130168   (序号：20) 
姓名: 郑丽静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 63 号   西安市公安局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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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编号: 130170   (序号：21) 
姓名: 魏随康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政法巷 21 号   未央公安分局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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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编号: 130171   (序号：22) 
姓名: 李军（2）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政法巷 21 号   未央公安分局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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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编号: 130173   (序号：23) 
姓名: 刘恒普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草滩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芸辉路 1 路（原建设西路 1 号）草滩街道派出所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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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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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编号: 130174   (序号：24) 
姓名: 蔡青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 369 号   雁塔区法院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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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编号: 130175   (序号：25) 
姓名: 杨林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 369 号   雁塔区法院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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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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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176   (序号：26) 
姓名: 张继鋒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北路 331 号  雁塔区检察院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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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编号: 130177   (序号：27) 
姓名: 张欢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北路 331 号  雁塔区检察院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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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编号: 130179   (序号：28) 
姓名: 李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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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看守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三爻村军警路  西安市看守所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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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编号: 130181   (序号：29) 
姓名: 赵光远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延安路 9 号  阎良公安分局  
       邮编：71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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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编号: 130182   (序号：30) 
姓名: 姚延安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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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延安路 9 号  阎良公安分局  
       邮编：71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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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编号: 130183   (序号：31) 
姓名: 王晓宽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延安路 9 号  阎良公安分局  
       邮编：71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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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编号: 130185   (序号：32) 
姓名: 耿向军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通信）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试飞院路 8 号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邮编：71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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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编号: 130186   (序号：33) 
姓名: 张焰 
职务: 改装部综合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通信）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试飞院路 8 号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邮编：71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编号: 130187   (序号：34) 
姓名: 张明安 
职务: 公安处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通信）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试飞院路 8 号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邮编：71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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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编号: 130188   (序号：35) 
姓名: 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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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测试所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通信）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试飞院路 8 号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邮编：71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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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编号: 131405   (序号：36) 
姓名: 薛彦龙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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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薛彦龙--2021（第 040 号）-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0 

编号: 131406   (序号：37) 
姓名: 董宪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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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薛彦龙--2021（第 040 号）-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0 

编号: 131407   (序号：38) 
姓名: 杨晨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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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薛彦龙--2021（第 040 号）-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0 

编号: 131408   (序号：39) 
姓名: 李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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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薛彦龙--2021（第 040 号）-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0 

编号: 131409   (序号：40) 
姓名: 白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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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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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薛彦龙--2021（第 040 号）-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0 

编号: 131410   (序号：41) 
姓名: 高宏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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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薛彦龙--2021（第 040 号）-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0 

编号: 131412   (序号：42) 
姓名: 叶坤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新村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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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薛彦龙--2021（第 040 号）-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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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413   (序号：43) 
姓名: 彭虎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新村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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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薛彦龙--2021（第 040 号）-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0 

编号: 131414   (序号：44) 
姓名: 张合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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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薛彦龙--2021（第 040 号）-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0 

编号: 131416   (序号：45) 
姓名: 冯耀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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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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薛彦龙--2021（第 040 号）-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0 

编号: 131439   (序号：46) 
姓名: 王安中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政法委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香溪路 27 号   安康市政法委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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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6 

编号: 131440   (序号：47) 
姓名: 赵璟 
职务: 书记（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政法委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香溪路 27 号   安康市政法委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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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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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441   (序号：48) 
姓名: 张维护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公安局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开发区大道中段   安康市公安局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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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6 

编号: 131443   (序号：49) 
姓名: 胡海东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检察院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区长岭南路    汉滨区检察院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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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6 

编号: 131445   (序号：50) 
姓名: 周根龙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法院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大桥北路 96 号   汉滨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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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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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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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6 

编号: 131446   (序号：51) 
姓名: 张文龙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新城派出所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香溪路 10 号   新城派出所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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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6 

编号: 131447   (序号：52) 
姓名: 李增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看守所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寇家沟村二组   安康市汉滨区看守所   
       邮编：7250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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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6 

编号: 131861   (序号：53) 
姓名: 贾耀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阎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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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编号: 131862   (序号：54) 
姓名: 冯勃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延安路 9 号  阎良公安分局  
       邮编：71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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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编号: 131863   (序号：55) 
姓名: 李朝勋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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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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延安路 9 号  阎良公安分局  
       邮编：71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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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编号: 131864   (序号：56) 
姓名: 张立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政法巷 21 号   未央公安分局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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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琳 --2021（第 066 号）-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6 

编号: 132470   (序号：57) 
姓名: 王嘉敏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东大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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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嘉敏--2021（第 101 号）- 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陈仓分局东大街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62 

编号: 132471   (序号：58) 
姓名: 陈玉峰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东大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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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嘉敏--2021（第 101 号）- 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陈仓分局东大街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62 

编号: 132472   (序号：59) 
姓名: 黄晖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西大街 132 号 
      邮编:7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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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嘉敏--2021（第 101 号）- 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陈仓分局东大街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62 

编号: 132473   (序号：60) 
姓名: 段同和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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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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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西大街 132 号 
      邮编:7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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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嘉敏--2021（第 101 号）- 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陈仓分局东大街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62 

编号: 132474   (序号：61) 
姓名: 苟晓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政法委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街 2 号  
      邮编：7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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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嘉敏--2021（第 101 号）- 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陈仓分局东大街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62 

编号: 132476   (序号：62) 
姓名: 张立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第二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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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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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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嘉敏--2021（第 101 号）- 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陈仓分局东大街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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