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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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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责任人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编号: 128741   (序号：1) 
姓名: 张殿军 
职务: 一大队一中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一面坡强制隔离戒毒所（一面坡劳教所） 
      黑龙江省尚志市一面坡镇  一面坡戒毒所 
      邮编：1506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7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万云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81 

编号: 128742   (序号：2) 
姓名: 刘明江 
职务: 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一面坡强制隔离戒毒所（一面坡劳教所） 
      黑龙江省尚志市一面坡镇  一面坡戒毒所 
      邮编：1506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7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万云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81 

编号: 129014   (序号：3) 
姓名: 王成法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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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第四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邱山大街 1 号 
       邮编：3111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50 信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6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7 

编号: 129113   (序号：4) 
姓名: 张国荣（2） 
职务: 一小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镇马三家村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91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铁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庆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8 

编号: 129139   (序号：5) 
姓名: 冀贵明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女子监狱（晋中女子监狱）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岭南路 3 号  山西省女子监狱 
       通讯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7 号信箱 6 分箱  
       邮编：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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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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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9715   (序号：6) 
姓名: 魏茂金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沈阳市龙山强制隔离戒毒所 (龙山劳动教养院)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祝家镇砬子沟 97 号  龙山劳动教养院 
       邮编：11017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6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沈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7 

编号: 129889   (序号：7) 
姓名: 张国文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监狱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世纪大道    宁夏石嘴山监狱  
       邮编：753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7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建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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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035   (序号：8) 
姓名: 张兆云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呼兰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腰堡乡 803 信箱 
       邮编：1505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8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凤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78 

编号: 130036   (序号：9) 
姓名: 李闯 
职务: 六监区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呼兰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腰堡乡 803 信箱 
       邮编：1505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8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凤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78 

编号: 130037   (序号：10) 
姓名: 张佳（2）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呼兰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腰堡乡 803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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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505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8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凤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78 

编号: 130540   (序号：11) 
姓名: 张平（4） 
职务: 十三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女子监狱（石家庄女子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石铜路 55 信箱   石家庄石铜路女子监狱       
       邮编：0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承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4 

编号: 130541   (序号：12) 
姓名: 刘慧桃 
职务: 十三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女子监狱（石家庄女子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石铜路 55 信箱   石家庄石铜路女子监狱       
       邮编：0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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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北省承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4 

编号: 130542   (序号：13) 
姓名: 王秀（3） 
职务: 十三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女子监狱（石家庄女子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石铜路 55 信箱   石家庄石铜路女子监狱       
       邮编：0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承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4 

编号: 130543   (序号：14) 
姓名: 刘芳（3） 
职务: 十三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女子监狱（石家庄女子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石铜路 55 信箱   石家庄石铜路女子监狱       
       邮编：0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承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4 

编号: 130544   (序号：15) 
姓名: 谭晶 
职务: 十三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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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女子监狱（石家庄女子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石铜路 55 信箱   石家庄石铜路女子监狱       
       邮编：0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承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4 

编号: 130545   (序号：16) 
姓名: 东利云 
职务: 十三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女子监狱（石家庄女子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石铜路 55 信箱   石家庄石铜路女子监狱       
       邮编：0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承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4 

编号: 130546   (序号：17) 
姓名: 马文硕 
职务: 十三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女子监狱（石家庄女子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石铜路 55 信箱   石家庄石铜路女子监狱       
       邮编：0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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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承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4 

编号: 130547   (序号：18) 
姓名: 田淑娜 
职务: 十三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女子监狱（石家庄女子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石铜路 55 信箱   石家庄石铜路女子监狱       
       邮编：0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承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4 

编号: 130548   (序号：19) 
姓名: 马丽（2） 
职务: 十三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女子监狱（石家庄女子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石铜路 55 信箱   石家庄石铜路女子监狱       
       邮编：0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承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4 

编号: 130549   (序号：20) 
姓名: 胡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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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十三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女子监狱（石家庄女子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石铜路 55 信箱   石家庄石铜路女子监狱       
       邮编：0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承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4 

编号: 130550   (序号：21) 
姓名: 孙海燕 
职务: 十三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女子监狱（石家庄女子监狱）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石铜路 55 信箱   石家庄石铜路女子监狱       
       邮编：0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1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承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4 

编号: 130739   (序号：22) 
姓名: 郭文智 
职务: 管教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管理所（原第一劳教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   宁夏第一戒毒所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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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已亡,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740   (序号：23) 
姓名: 陈明远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管理所（原第一劳教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   宁夏第一戒毒所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3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741   (序号：24) 
姓名: 刘祎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监狱（关马湖监狱） 
      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侯家湾    吴忠监狱   
       邮编：751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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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742   (序号：25) 
姓名: 梁海望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监狱（关马湖监狱） 
      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侯家湾    吴忠监狱   
       邮编：751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智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00 

编号: 130813   (序号：26) 
姓名: 邬金瓯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第二监狱（吉林省吉林监狱）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 100 号 
       邮编：132012 
        
       通信地址：吉林省吉林市 315 信箱  吉林监狱      
       邮编：1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9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庆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59 

编号: 130980   (序号：27) 
姓名: 向前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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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娄底监狱 
      湖南娄底市娄星区大科乡三元村   娄底监狱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1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0981   (序号：28) 
姓名: 卢先钰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网岭监狱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网岭镇洞井村  网岭 502 信箱 
       邮编：4123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9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东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志远、李飞燕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3 

编号: 131066   (序号：29) 
姓名: 施锦峰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一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光明路 1008 号   云南省第一监狱  
       邮编：6502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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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67   (序号：30) 
姓名: 丁鹏翔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一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光明路 1008 号   云南省第一监狱  
       邮编：6502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1068   (序号：31) 
姓名: 李晔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第一监狱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光明路 1008 号   云南省第一监狱  
       邮编：6502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文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7 

编号: 132578   (序号：32) 
姓名: 张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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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七里湖劳教所） 
      湖北省钟祥市七里湖镇省  沙洋劳教所 
       邮编: 4319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999   (序号：33) 
姓名: 董兆吉 
职务: 六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天水监狱 
      甘肃天水市秦城区建设路 196 号  甘肃省天水监狱 
       邮编：74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0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宗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5 

编号: 133000   (序号：34) 
姓名: 李涛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天水监狱 
      甘肃天水市秦城区建设路 196 号  甘肃省天水监狱 
       邮编：74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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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宗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5 

编号: 133035   (序号：35) 
姓名: 谭雪梅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女子监狱（滨江监狱，龙泉监狱， 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洪光村龙洪路 200 号         
       邮编：610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9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余绍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20 

编号: 133417   (序号：36) 
姓名: 贺浩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监狱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西郊乡团结村 201 国道旁  鸡西监狱  
       邮编：158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1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密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钟国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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