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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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编号: 128834   (序号：1) 
姓名: 王吉荣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振兴派出所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振兴街道    振兴派出所  
       邮编：25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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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旺、逯金英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0 

编号: 129075   (序号：2) 
姓名: 陈勇（6）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政法委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杭州路 88 号 巡警大队院内 平度市政法委 
      邮编 : 26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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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平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玉香、周君、展中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5 

编号: 129076   (序号：3) 
姓名: 万绪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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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仁兆派出所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仁兆镇文化路 73 号  仁兆派出所 
      邮编：26673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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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平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玉香、周君、展中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5 

编号: 129078   (序号：4) 
姓名: 韩晓东（2） 
职务: 村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仁兆镇韩家疃村 
      山东省平度市仁兆镇韩家疃村  
       邮编：26673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77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平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玉香、周君、展中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5 

编号: 129079   (序号：5) 
姓名: 汪文华 
职务: 村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仁兆镇韩家疃村 
      山东省平度市仁兆镇韩家疃村  
       邮编：26673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77 

责任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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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平度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玉香、周君、展中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5 

编号: 129218   (序号：6) 
姓名: 杨升江 
职务: 副局长、工会主席（主管国保大队和中云派出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公安局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厦门路 1 号  胶州市公安局  
      邮编：26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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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汝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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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9240   (序号：7) 
姓名: 高献国 
职务: 侦监科（办案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检察院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澳柯玛大道中段  沂南县检察院 
       邮编：27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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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西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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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241   (序号：8) 
姓名: 侯培栋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法院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澳柯玛大道 8 号 沂南县法院 
       邮编：27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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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西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8 

编号: 129296   (序号：9) 
姓名: 马怀玺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公安局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中华西路 2555 号     牡丹区公安局  
       邮编：27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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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爱真、王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4 

编号: 129297   (序号：10) 
姓名: 吴拥军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公安局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中华西路 2555 号     牡丹区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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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7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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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爱真、王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4 

编号: 129298   (序号：11) 
姓名: 吴德堡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公安局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中华西路 2555 号     牡丹区公安局  
       邮编：27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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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爱真、王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范虹 --2021（第 017 号）-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3 

编号: 129299   (序号：12) 
姓名: 孙志明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公安局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中华西路 2555 号     牡丹区公安局  
       邮编：27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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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爱真、王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范虹 --2021（第 017 号）-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3 

编号: 129300   (序号：13) 
姓名: 席景芝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公安局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中华西路 2555 号     牡丹区公安局  
       邮编：27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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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爱真、王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范虹 --2021（第 017 号）-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3 

编号: 129302   (序号：14) 
姓名: 张勤（2）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检察院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检察院   
       邮编：274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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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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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爱真、王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范虹 --2021（第 017 号）-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3 

编号: 129303   (序号：15) 
姓名: 王在岩 
职务: 检察官、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检察院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检察院   
       邮编：274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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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爱真、王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范虹 --2021（第 017 号）-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3 

编号: 129304   (序号：16) 
姓名: 范虹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法院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建设街 55 号     鄄城县法院  
       邮编：274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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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爱真、王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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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范虹 --2021（第 017 号）-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3 

编号: 129305   (序号：17) 
姓名: 刘时代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菏泽市看守所 
      山东省菏泽市西城区华岭路 1 号    菏泽市看守所   
       邮编：27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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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爱真、王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4 

编号: 129306   (序号：18) 
姓名: 王怀北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菏泽市看守所 
      山东省菏泽市西城区华岭路 1 号    菏泽市看守所   
       邮编：27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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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爱真、王翠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4 

编号: 129919   (序号：19) 
姓名: 吕姗姗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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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法院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新区钟山路 909 号   东营区法院   
       邮编：2570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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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东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学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8 

编号: 129920   (序号：20) 
姓名: 岳秀斌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文汇派出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淄博路 59 号  文汇派出所  
       邮编：25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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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东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学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8 

编号: 129921   (序号：21) 
姓名: 翟日林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滨海看守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牛四路  东营市滨海看守所      
       邮编：25708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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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东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学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8 

编号: 130071   (序号：22) 
姓名: 姚广富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道庵路 158 号  泰山公安分局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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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姚广富- -2020（第 0183 号）-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0 

编号: 130072   (序号：23) 
姓名: 司家强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道庵路 158 号  泰山公安分局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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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姚广富- -2020（第 0183 号）-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0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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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074   (序号：24) 
姓名: 马磊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三里派出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三里庄路 9 号 三里派出所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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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姚广富- -2020（第 0183 号）-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0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0076   (序号：25) 
姓名: 李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南关派出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灵山大街 269 号 南关派出所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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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姚广富- -2020（第 0183 号）-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0 

编号: 130078   (序号：26) 
姓名: 亓建刚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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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迎胜派出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龙潭路 60 号 迎胜派出所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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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姚广富- -2020（第 0183 号）-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0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0079   (序号：27) 
姓名: 刘兴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政法委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 169 号  泰山区委/政法委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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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姚广富- -2020（第 0183 号）-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0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0115   (序号：28) 
姓名: 仲良（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政法委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钟楼东路 1 号  蓬莱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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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6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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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蓬莱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4 

编号: 130117   (序号：29) 
姓名: 响得茂 
职务: 村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龙山店镇大张家村村委会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龙山店镇石门张家村委会   
       邮编：2656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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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蓬莱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4 

编号: 130118   (序号：30) 
姓名: 于得水 
职务: 村民兵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龙山店镇大张家村村委会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龙山店镇石门张家村委会   
       邮编：2656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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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蓬莱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4 

编号: 130119   (序号：31) 
姓名: 于得胜 
职务: 村民兵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龙山店镇大张家村村委会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龙山店镇石门张家村委会   
       邮编：2656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1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蓬莱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4 

编号: 130269   (序号：32) 
姓名: 孙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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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胜--2020（第 0192 号）-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7 

编号: 130270   (序号：33) 
姓名: 蔡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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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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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胜--2020（第 0192 号）-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7 

编号: 130272   (序号：34) 
姓名: 胡波（4）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新建东路 203 号 
       邮编：25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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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胜--2020（第 0192 号）-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7 

编号: 130273   (序号：35) 
姓名: 朱军（2）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新建东路 203 号 
       邮编：25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7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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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胜--2020（第 0192 号）-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7 

编号: 130274   (序号：36) 
姓名: 于亦恩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政法委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周存新建东路 201 号 区政法委 
      邮编：25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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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胜--2020（第 0192 号）-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7 

编号: 130276   (序号：37) 
姓名: 邓拥政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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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胜--2020（第 0192 号）-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7 

编号: 130860   (序号：38) 
姓名: 王效刚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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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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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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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效刚 -2021（第 011 号）-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6 

编号: 130861   (序号：39) 
姓名: 宋华忠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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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效刚 -2021（第 011 号）-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6 

编号: 130863   (序号：40) 
姓名: 窦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林家村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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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效刚 -2021（第 011 号）-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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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864   (序号：41) 
姓名: 王彦青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检察院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密州东路 77 号    
       邮编：26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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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效刚 -2021（第 011 号）-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6 

编号: 130866   (序号：42) 
姓名: 邹尔端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人民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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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效刚 -2021（第 011 号）-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6 

编号: 130867   (序号：43) 
姓名: 王志强（4）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政法委 
      山东省诸城市府前街 2 号  诸城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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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6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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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效刚 -2021（第 011 号）-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6 

编号: 131009   (序号：44) 
姓名: 侯养学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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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范虹 --2021（第 017 号）-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3 

编号: 131098   (序号：45) 
姓名: 任永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苏村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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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永生 --2021（第 022 号）-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苏村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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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100   (序号：46) 
姓名: 付华云 
职务: 网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苏村镇小河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9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永生 --2021（第 022 号）-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苏村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5 

编号: 131102   (序号：47) 
姓名: 范洪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湖头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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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永生 --2021（第 022 号）-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苏村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5 

编号: 131103   (序号：48) 
姓名: 程家亮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看守所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圣良庄村东  沂南县看守所 
       邮编： 27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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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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永生 --2021（第 022 号）-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苏村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5 

编号: 131147   (序号：49) 
姓名: 于志海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向阳路 175 号  潍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61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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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鲁春--2021（第 024 号）-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7 

编号: 131148   (序号：50) 
姓名: 王新民（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向阳路 175 号  潍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61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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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鲁春--2021（第 024 号）-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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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149   (序号：51) 
姓名: 韩晓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向阳路 175 号  潍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61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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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鲁春--2021（第 024 号）-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7 

编号: 131151   (序号：52) 
姓名: 王浩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北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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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鲁春--2021（第 024 号）-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7 

编号: 131152   (序号：53) 
姓名: 陈云宏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北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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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鲁春--2021（第 024 号）-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7 

编号: 131153   (序号：54) 
姓名: 李勇（8）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北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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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鲁春--2021（第 024 号）-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7 

编号: 131156   (序号：55) 
姓名: 刘新峰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于河街道南伦村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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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鲁春--2021（第 024 号）-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7 

编号: 131157   (序号：56) 
姓名: 刘建昌 
职务: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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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于河街道南伦村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鲁春--2021（第 024 号）-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7 

编号: 131158   (序号：57) 
姓名: 范水鱼 
职务: 妇女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于河街道南伦村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鲁春--2021（第 024 号）-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7 

编号: 131159   (序号：58) 
姓名: 陈丽 
职务: 办事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于河街道南伦村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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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鲁春--2021（第 024 号）-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7 

编号: 131161   (序号：59) 
姓名: 于奎胜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于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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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鲁春--2021（第 024 号）-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7 

编号: 131163   (序号：60) 
姓名: 孙海波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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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鲁春--2021（第 024 号）-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27 

编号: 131175   (序号：61) 
姓名: 王彤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政法委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东路 46 号  聊城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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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5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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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又梅、马玉芝、张文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3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华丽琴、陈军、郭秀萍等 7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4 

编号: 131176   (序号：62) 
姓名: 刘延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兴华东路 20 号   聊城市中级法院   
       邮编：252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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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又梅、马玉芝、张文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3 

编号: 131177   (序号：63) 
姓名: 陈峰（4）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政法委 
      （区委 政法委）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聊堂路   区委政法委 
       邮编：252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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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又梅、马玉芝、张文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3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华丽琴、陈军、郭秀萍等 7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4 

编号: 131178   (序号：64) 
姓名: 臧海波 
职务: 书记（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政法委 
      （区委 政法委）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聊堂路   区委政法委 
       邮编：252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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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又梅、马玉芝、张文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3 

编号: 131179   (序号：65) 
姓名: 周升桥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湖南西路 7 号     东昌府区公安分局   
       邮编：25205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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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又梅、马玉芝、张文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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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华丽琴、陈军、郭秀萍等 7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4 

编号: 131181   (序号：66) 
姓名: 于东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古楼派出所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街   古楼派出所    
       邮编：252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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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又梅、马玉芝、张文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齐道富 --2021（第 033 号）- 山东省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铁路公安处聊城站派出所

（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06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华丽琴、陈军、郭秀萍等 7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4 

编号: 131183   (序号：67) 
姓名: 孙怀森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香江派出所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建设西路 71 号香江二期  香江派出所 
        邮编：252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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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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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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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又梅、马玉芝、张文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3 

编号: 131184   (序号：68) 
姓名: 王伟林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检察院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曙光街  东阿县检察院   
       邮编：25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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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又梅、马玉芝、张文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3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华丽琴、陈军、郭秀萍等 7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4 

编号: 131312   (序号：69) 
姓名: 齐道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火车站派出所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建设西路 火车站派出所  
       邮编：252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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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齐道富 --2021（第 033 号）- 山东省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铁路公安处聊城站派出所

（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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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华丽琴、陈军、郭秀萍等 7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4 

编号: 131313   (序号：70) 
姓名: 张亚东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火车站派出所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建设西路 火车站派出所  
       邮编：252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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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齐道富 --2021（第 033 号）- 山东省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铁路公安处聊城站派出所

（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06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华丽琴、陈军、郭秀萍等 7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4 

编号: 131314   (序号：71) 
姓名: 李长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公安局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建设北路 77 号  
       邮编：25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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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齐道富 --2021（第 033 号）- 山东省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铁路公安处聊城站派出所

（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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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316   (序号：72) 
姓名: 解新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铁路公安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车站街 30 号 济南铁路公安局 
       邮编：2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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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齐道富 --2021（第 033 号）- 山东省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铁路公安处聊城站派出所

（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06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华丽琴、陈军、郭秀萍等 7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4 

编号: 131318   (序号：73) 
姓名: 张玉芝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古楼办事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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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齐道富 --2021（第 033 号）- 山东省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铁路公安处聊城站派出所

（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06 

编号: 131319   (序号：74) 
姓名: 谭继领 
职务: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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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古楼办事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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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齐道富 --2021（第 033 号）- 山东省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铁路公安处聊城站派出所

（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06 

编号: 131324   (序号：75) 
姓名: 许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政法委 
      山东省曲阜市春秋路 1 号   曲阜市政法委  
       邮编：27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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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曲阜市迫害赵根法等四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1 

编号: 131325   (序号：76) 
姓名: 李洁（3） 
职务: 书记（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政法委 
      山东省曲阜市春秋路 1 号   曲阜市政法委  
       邮编：27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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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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曲阜市迫害赵根法等四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1 

编号: 131326   (序号：77) 
姓名: 张作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公安局 
      山东省曲阜市 舞雩坛路 1 号  曲阜市公安局    
       邮编：27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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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曲阜市迫害赵根法等四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1 

编号: 131328   (序号：78) 
姓名: 颜世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书院派出所 
      山东省曲阜市秉礼北路   书院派出所   
       邮编：27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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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曲阜市迫害赵根法等四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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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329   (序号：79) 
姓名: 张治国 
职务: 检察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检察院 
      山东省曲阜市舞雩台路 6 号   曲阜市检察院 
       邮编：27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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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曲阜市迫害赵根法等四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1 

编号: 131330   (序号：80) 
姓名: 梁玉志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检察院 
      山东省曲阜市舞雩台路 6 号   曲阜市检察院 
       邮编：27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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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曲阜市迫害赵根法等四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1 

编号: 131331   (序号：81) 
姓名: 续新国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法院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洸河路西 任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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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7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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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曲阜市迫害赵根法等四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1 

编号: 131332   (序号：82) 
姓名: 张小强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法院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洸河路西 任城区人民法院   
       邮编：27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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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曲阜市迫害赵根法等四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1 

编号: 131333   (序号：83) 
姓名: 付言燕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法院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洸河路西 任城区人民法院   
       邮编：27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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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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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曲阜市迫害赵根法等四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1 

编号: 131334   (序号：84) 
姓名: 贾红霄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法院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洸河路西 任城区人民法院   
       邮编：27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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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曲阜市迫害赵根法等四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1 

编号: 131769   (序号：85) 
姓名: 李成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政法委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 47 号  历城区政法委 
       邮编：2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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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有关责任人迫害法老年轮功学员陈兰芝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0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辉---2021（第 113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2 

编号: 131770   (序号：86) 
姓名: 李衍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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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派出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辛祝路 3 号 东风派出所  
       邮编：2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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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有关责任人迫害法老年轮功学员陈兰芝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09 

编号: 131771   (序号：87) 
姓名: 郑宏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 35 号  
       邮编：2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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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有关责任人迫害法老年轮功学员陈兰芝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09 

编号: 131772   (序号：88) 
姓名: 杜军锋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派出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明湖小区东三区 1 号楼  大明湖派出所 
       邮编︰25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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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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有关责任人迫害法老年轮功学员陈兰芝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09 

编号: 131773   (序号：89) 
姓名: 赵建新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检察院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府前大道 1095 号   章丘区检察院  
       邮编：2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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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有关责任人迫害法老年轮功学员陈兰芝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0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辉---2021（第 113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2 

编号: 131982   (序号：90) 
姓名: 刘华强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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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华强--2021（第 075 号）- 山东省海阳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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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983   (序号：91) 
姓名: 丛振波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公安局 
      地址 1：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济南路 88 号 
       邮编：265100 
        
       地址 2：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文山街 5 号  海阳市公安局 
       邮编：26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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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华强--2021（第 075 号）- 山东省海阳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80 

编号: 132033   (序号：92) 
姓名: 刘渊 
职务: 原省政法委副书记、省“610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政法委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纬一路 482 号  省政法委 
      邮编：2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781 

      山东省“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纬一路 482 号  省政法委 
      邮编：2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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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编号: 132124   (序号：93) 
姓名: 于建军 
职务: 国保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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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公安局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关商务社区 8 号楼      昌乐县公安分局   
       邮编：26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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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于建军--2021（第 085 号）-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5 

编号: 132126   (序号：94) 
姓名: 陈仁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乔官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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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于建军--2021（第 085 号）-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5 

编号: 132127   (序号：95) 
姓名: 王秀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政法委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利民路  昌乐县委政法委   
       邮编：26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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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于建军--2021（第 085 号）-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5 

编号: 132358   (序号：96) 
姓名: 闫晓辉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法院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新区钟山路 909 号   东营区法院   
       邮编：2570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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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闫晓辉--2021（第 096 号）-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1 

编号: 132359   (序号：97) 
姓名: 张红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宁阳路 99 号 东营公安分局  
       邮编：2570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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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闫晓辉--2021（第 096 号）-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1 

编号: 132360   (序号：98) 
姓名: 戴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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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刑侦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宁阳路 99 号 东营公安分局  
       邮编：2570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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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闫晓辉--2021（第 096 号）-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1 

编号: 132438   (序号：99) 
姓名: 高飞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东营市滨海公安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济南路 84 号 山东省滨海公安局     
       邮编：25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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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学民--2021（第 099 号）- 山东省滨海市公安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33 

编号: 132508   (序号：100) 
姓名: 段书国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政法委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鹤伴二路 567 号 邹平市政法委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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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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10   (序号：101) 
姓名: 张庆华（2）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公安局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鹤伴二路 689 号  邹平市公安局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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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11   (序号：102) 
姓名: 李遵泰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公安局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鹤伴二路 689 号  邹平市公安局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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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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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512   (序号：103) 
姓名: 苗燕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公安局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鹤伴二路 689 号  邹平市公安局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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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13   (序号：104) 
姓名: 张雷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公安局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鹤伴二路 689 号  邹平市公安局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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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14   (序号：105) 
姓名: 刘军（6）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公安局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鹤伴二路 689 号  邹平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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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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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15   (序号：106) 
姓名: 耿晶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公安局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鹤伴二路 689 号  邹平市公安局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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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16   (序号：107) 
姓名: 韩学文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公安局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鹤伴二路 689 号  邹平市公安局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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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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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18   (序号：108) 
姓名: 王栋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临池镇派出所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临池镇  临池镇派出所 
       邮编：2562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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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20   (序号：109) 
姓名: 韩呈祥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检察院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鹤伴一路中段  邹平市检察院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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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21   (序号：110) 
姓名: 李晓明（1）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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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检察院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鹤伴一路中段  邹平市检察院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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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23   (序号：111) 
姓名: 常清利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法院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鹤伴一路 838 号  邹平市法院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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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24   (序号：112) 
姓名: 王延涛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法院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鹤伴一路 838 号  邹平市法院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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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25   (序号：113) 
姓名: 姜明（3）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法院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鹤伴一路 838 号  邹平市法院 
       邮编：25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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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26   (序号：114) 
姓名: 李军（8）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法院 
      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 503 号 滨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25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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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27   (序号：115) 
姓名: 张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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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检察院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新建东路 207 号  周村区检察院 
      邮编：25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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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28   (序号：116) 
姓名: 谢宜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新建东路 205 号  周村区法院 
      邮编：25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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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邹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维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28 

编号: 132541   (序号：117) 
姓名: 王永远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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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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永远 --2021（第 105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6 

编号: 132543   (序号：118) 
姓名: 宋立国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滨海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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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永远 --2021（第 105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6 

编号: 132544   (序号：119) 
姓名: 王学利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滨海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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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永远 --2021（第 105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6 

编号: 132545   (序号：120) 
姓名: 辛迅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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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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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永远 --2021（第 105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6 

编号: 132546   (序号：121) 
姓名: 金奎谭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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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永远 --2021（第 105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6 

编号: 132548   (序号：122) 
姓名: 张忠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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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永远 --2021（第 105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06 

编号: 132606   (序号：123) 
姓名: 李金国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政法委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 369 号泽润办公楼 1139 室  黄岛区政法委 
       邮编：2665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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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仁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7 

编号: 132607   (序号：124) 
姓名: 戴涛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院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新区）长江中路 190 号 黄岛区法院  
       邮编：2665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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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仁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7 

编号: 132608   (序号：125) 
姓名: 李少华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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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院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新区）长江中路 190 号 黄岛区法院  
       邮编：2665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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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仁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7 

编号: 132609   (序号：126) 
姓名: 赵琳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院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新区）长江中路 190 号 黄岛区法院  
       邮编：2665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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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仁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7 

编号: 132610   (序号：127) 
姓名: 宋安顺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公安分局（青岛市开发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 357 号  黄岛区公安局 
       邮编：2665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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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仁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7 

编号: 132612   (序号：128) 
姓名: 任宗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灵珠山派出所（青岛市开发区灵珠山派出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黄河西路 689 号 灵珠山派出所 
       邮编：2665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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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仁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7 

编号: 132613   (序号：129) 
姓名: 逄江涛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灵珠山派出所（青岛市开发区灵珠山派出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黄河西路 689 号 灵珠山派出所 
       邮编：2665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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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仁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7 

编号: 132614   (序号：130) 
姓名: 单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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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灵珠山派出所（青岛市开发区灵珠山派出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黄河西路 689 号 灵珠山派出所 
       邮编：2665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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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仁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7 

编号: 132663   (序号：131) 
姓名: 王瑞卿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李权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60 

责任系统: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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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64   (序号：132) 
姓名: 王泉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李权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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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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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93   (序号：133) 
姓名: 王晓静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检察院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府前大道 1095 号   章丘区检察院  
       邮编：2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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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辉---2021（第 113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2 

编号: 132695   (序号：134) 
姓名: 刘建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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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辉---2021（第 113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2 

编号: 132696   (序号：135) 
姓名: 贾红梅 
职务: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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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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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辉---2021（第 113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2 

编号: 132698   (序号：136) 
姓名: 唐存夫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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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辉---2021（第 113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2 

编号: 132699   (序号：137) 
姓名: 张小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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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辉---2021（第 113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2 

编号: 132700   (序号：138) 
姓名: 赵良浩 
职务: 辅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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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辉---2021（第 113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2 

编号: 132701   (序号：139) 
姓名: 赵学新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 57 号  历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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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辉---2021（第 113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2 

编号: 132702   (序号：140) 
姓名: 卢钦华 
职务: 法制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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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 57 号  历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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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辉---2021（第 113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2 

编号: 132782   (序号：141) 
姓名: 张登福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政法委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政府街 156 号 陵城区政法委 
       邮编：253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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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曲凤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0 

编号: 132783   (序号：142) 
姓名: 刘涛（4）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扫黑办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政法委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政府街 156 号 陵城区政法委 
       邮编：253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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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曲凤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0 

编号: 132784   (序号：143) 
姓名: 鲁英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南环路 22 号 陵城公安分局  
       邮编：253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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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曲凤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0 

编号: 132786   (序号：144) 
姓名: 刘永波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前孙派出所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前孙镇前孙街 36 号   前孙派出所  
       邮编：2535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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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曲凤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0 

编号: 132788   (序号：145) 
姓名: 姜山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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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检察院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南环西路 158 号  陵城区检察院  
       邮编：253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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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曲凤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0 

编号: 132789   (序号：146) 
姓名: 刘萌 
职务: 公诉科副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检察院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南环西路 158 号  陵城区检察院  
       邮编：253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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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曲凤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0 

编号: 132791   (序号：147) 
姓名: 耿曙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北一路与海芋路交汇处 陵城区法院  
       邮编：253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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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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曲凤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0 

编号: 132819   (序号：148) 
姓名: 王衡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检察院 
      山东省威海荣成市伟德东路 1 号 
       邮编：26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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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冠英--2021（第 124 号）-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7 

编号: 132820   (序号：149) 
姓名: 苏卫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威海市北山路３号 
       邮编：26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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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冠英--2021（第 124 号）-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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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821   (序号：150) 
姓名: 秦晓东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威海市北山路３号 
       邮编：26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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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冠英--2021（第 124 号）-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7 

编号: 132823   (序号：151) 
姓名: 伍海洪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温泉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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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冠英--2021（第 124 号）-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7 

编号: 132824   (序号：152) 
姓名: 傅广照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威海市政法委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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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6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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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冠英--2021（第 124 号）-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7 

编号: 132825   (序号：153) 
姓名: 荣传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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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冠英--2021（第 124 号）-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7 

编号: 132826   (序号：154) 
姓名: 陶俊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威海市看守所 
      山东省威海市高技区蔡家泊  威海市看守所 
       邮编: 2642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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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冠英--2021（第 124 号）-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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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828   (序号：155) 
姓名: 曲学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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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冠英--2021（第 124 号）-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7 

编号: 132829   (序号：156) 
姓名: 张柏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公安局 
      山东省青州市范公亭东路 3789 号  青州市公安局 
      邮编：26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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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左恒发 --2021（第 121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4 

编号: 132830   (序号：157) 
姓名: 卢志康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公安局 
      山东省青州市范公亭东路 3789 号  青州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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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6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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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左恒发 --2021（第 121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4 

编号: 132832   (序号：158) 
姓名: 齐清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城里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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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左恒发 --2021（第 121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4 

编号: 132882   (序号：159) 
姓名: 明淑栋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城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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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厚彦--2021（第 127 号）-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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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883   (序号：160) 
姓名: 孟今朝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公安局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路 129 号  莒南县公安局 
       邮编：27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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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厚彦--2021（第 127 号）-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9 

编号: 132884   (序号：161) 
姓名: 王世强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公安局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路 129 号  莒南县公安局 
       邮编：27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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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厚彦--2021（第 127 号）-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9 

编号: 132885   (序号：162) 
姓名: 刘朝军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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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公安局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路 129 号  莒南县公安局 
       邮编：27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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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厚彦--2021（第 127 号）-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9 

编号: 132886   (序号：163) 
姓名: 陈芝雷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政法委 
      山东省莒南县十字路镇民主路 59 号 
      邮编：27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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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厚彦--2021（第 127 号）-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9 

编号: 132887   (序号：164) 
姓名: 任大鹏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政法委 
      山东省莒南县十字路镇民主路 59 号 
      邮编：27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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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厚彦--2021（第 127 号）-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9 

编号: 132889   (序号：165) 
姓名: 华子良 
职务: 治保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十字路镇洪沟村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88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厚彦--2021（第 127 号）-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9 

编号: 132937   (序号：166) 
姓名: 王宇帆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政法委 
      地址 1：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忠义路新城办公区  梁山县委政法委  
       邮编：272600 
        
       地址 2：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人民南路 11 号  梁山县政法委  
       邮编：27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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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济宁市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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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938   (序号：167) 
姓名: 张建炜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公安局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水泊中路 140 号  梁山县公安局  
       邮编: 27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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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济宁市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5 

编号: 132939   (序号：168) 
姓名: 张敏（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公安局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水泊中路 140 号  梁山县公安局  
       邮编: 27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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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济宁市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5 

编号: 132940   (序号：169) 
姓名: 田秀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公安局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水泊中路 140 号  梁山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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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27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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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济宁市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5 

编号: 132941   (序号：170) 
姓名: 周文军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检察院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水泊西路 62 号 梁山县检察院  
       邮编：262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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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济宁市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5 

编号: 132942   (序号：171) 
姓名: 李士强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法院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县城文化路 15 号 
       邮编：27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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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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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济宁市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5 

编号: 132944   (序号：172) 
姓名: 侯庆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商老庄乡派出所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商老庄乡政府西   商老庄乡派出所 
       邮编：2715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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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济宁市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5 

编号: 132945   (序号：173) 
姓名: 索磊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商老庄乡派出所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商老庄乡政府西   商老庄乡派出所 
       邮编：2715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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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济宁市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5 

编号: 132947   (序号：174) 
姓名: 庞文海 
职务: 村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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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商老庄乡庞那里村委会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商老庄乡庞那里村委会 
       邮编：2715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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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济宁市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5 

编号: 132948   (序号：175) 
姓名: 苏守田 
职务: 村委会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商老庄乡庞那里村委会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商老庄乡庞那里村委会 
       邮编：2715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4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济宁市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5 

编号: 132950   (序号：176) 
姓名: 吴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看守所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杨营镇洼里村南  梁山县看守所 
       邮编：2726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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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济宁市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苏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5 

编号: 132996   (序号：177) 
姓名: 谢连鹏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古楼派出所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街   古楼派出所    
       邮编：252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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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迫害华丽琴、陈军、郭秀萍等 7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4 

编号: 133131   (序号：178) 
姓名: 李晓明（2）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道庵路 158 号  泰山公安分局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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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3132   (序号：179) 
姓名: 田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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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610”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道庵路 158 号  泰山公安分局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3134   (序号：180) 
姓名: 陈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庙派出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湖路 268 号 岱庙派出所 
       邮编：27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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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3135   (序号：181) 
姓名: 左茂兵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南关派出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灵山大街 269 号 南关派出所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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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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3137   (序号：182) 
姓名: 李承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宗坊派出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红门路 33 号 岱宗坊派出所 
       邮编：271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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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3139   (序号：183) 
姓名: 杨军（4）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站前派出所 
      山东省泰安市泰安火车站广场东侧 站前派出所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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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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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140   (序号：184) 
姓名: 严伟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站前派出所 
      山东省泰安市泰安火车站广场东侧 站前派出所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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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3141   (序号：185) 
姓名: 孙启海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上高派出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灵山大街 19 号 上高派出所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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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3143   (序号：186) 
姓名: 李其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良庄派出所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良庄镇驻地 良庄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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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710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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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3144   (序号：187) 
姓名: 张林（2）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 5 号 泰山区法院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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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3145   (序号：188) 
姓名: 阴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看守所 
      山东省泰安市省庄镇十里河村  泰安市看守所  
       邮编：27103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4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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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3207   (序号：189) 
姓名: 迟荣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看守所 
      山东省龙口市西张家沟村    龙口市看守所   
       邮编：265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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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龙口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姚新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29 

编号: 133362   (序号：190) 
姓名: 徐进新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公安局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厦门路 1 号  胶州市公安局  
      邮编：26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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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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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3363   (序号：191) 
姓名: 李昌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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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公安局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厦门路 1 号  胶州市公安局  
      邮编：26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300 

责任系统: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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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3365   (序号：192) 
姓名: 程永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铺集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64 

责任系统: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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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3367   (序号：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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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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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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