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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姓名：刘磊

追 查 令 
  

 

 

2019（第 0029号）

所在单位名称：中国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 

职务：局长 

涉案相关责任人：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 褚瑛环，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 孙增发，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 刘

陆峰，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 刘建超，吉林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于伟东，吉林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

支队长 高义，吉林市船营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 范利臣，吉林市船营区国保大队长 高新，吉林市昌

邑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谷江龙，吉林市昌邑区国保大队大队长 邢红波，吉林市丰满区副区长、丰满

公安分局局长 孙哲，吉林市丰满区国保大队长 焦利伟，吉林市龙潭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 邢连政，

吉林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局长 黄迪，吉林市公安局永吉县副县长、公安分局局长 孙莉钧，吉林省吉

林市市长 刘非，吉林省政法委书记 胡家福，吉林省公安厅厅长 刘金波，吉林省公安厅国保局局长 吴国

庆，以及参与此次迫害的涉案相关责任人。 

涉及案情：

你于2019年7月17日至19日，参与策划、组织实施非法抓捕被害人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刘冰等37

人，现有十几名被害人仍被非法关押。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受国际人权法和中国宪法的保护。你的上述迫害行为涉嫌触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规约第六条群体灭绝罪、第七条危害人类罪，同时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本组织将对你介入本案的

情况启动追踪调查。现将追查令发送给你和相，关人员及部门。 

本追查令送达 30 天后，如果被追查人仍未停止犯罪，释放被害人，本组织将发布《追查通告》，全面

启动调查程序，对被追查人所涉嫌的罪行，进行追踪调查，收集证据，包括本人及家人名下在国内国外

的资产，以备赔偿。所有证据在提起诉讼时，将提交特别刑事法庭。 

如果被害人证实，被追查人已经停止迫害犯罪，追查程序将终止。 

 

本追查令发送时间： 2019 年8 月29 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  

举报电话：347-448-5790；传真：347-402-1444 

举报邮址：P.O. Box 84，New York, NY, 10116，USA 

举报网址：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7, http://zhuichaguoji.org 

 附带说明：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在全球范围内追查迫害法

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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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原则是：谁犯罪谁承担，所有在组织、单位、系统名义下所犯罪行最终将落实到个人承担。任何执

行“命令”的托词都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罪责。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

短，必将追查到底。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属于普遍管辖权。国际刑事法庭对于拒绝参加的国家的被告，强制行使管辖

权。 

  

案情摘要： 

2019年7月17日至19日，在吉林市公安局的直接组织参与下，吉林市的昌邑区公安分局、船营区公安分局

、丰满区公安分局、龙潭区公安分局、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永吉县公安分局等六个区县公安分局下属

的各派出所联合执法犯法，带着开锁的人，通过跟踪、蹲坑、破窗、翻墙、撬门、踹门等野蛮行为，闯

入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抓捕、抄家，抢劫财物。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5名法轮功学员、4名家属被绑架

。 

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徐忠有、牛阮玲、李丽文、苏寅生、陈继海、唐丽香、宋德满、赵玉芹、刘冰

、徐有才、王玉萍、田作淑及女儿（大兰）、柴国忠、曹艳芬、郭余年、李长海、李淑云、栾姓老人、

佟维国、王桂锁、刘雪英、张路、梁春华、马英、张勇、盖素芹、孙尚有、杨姓老人、刘秀珍、卢学英

、张秀峰、李福珍，王淑兰、孙志文。 

2019年7月19日凌晨2点左右，吉林市丰满区前二道乡张家村法轮功学员陈继海和刚出院的妻子（未修炼

法轮功），被吉林市丰满区二道乡派出所多个警察破窗绑架。同一时间，吉林市丰满区二道乡张家村法

轮功学员宋德满，也被丰满分局十几个警察跳墙绑架。被绑架的还有法轮功学员唐丽香。 

2019年7月19日早上5点，吉林市龙潭区新安派出所四、五个警察，闯入吉林市龙潭区火电住宅楼法轮功

学员郭余年家，将李长海、李淑云夫妇、栾姓老年法轮功学员绑架，后被放回家，勒索罚款两千元。在

法轮功学员郭余年家，警察抢走现金2-3万元现金、法轮大法书籍、打印纸六箱等，郭余年被非法关押，

检查身体不合格后，被放回。 

2019年7月19日早上6点多，吉林市昌邑区桦皮厂镇派出所8名警察，闯进法轮功学员马英和张勇夫妇家中

，将他们绑架，并将来作客的法轮功学员盖素芹同时绑架，并非法抄家。警察把他们3人都用黑色塑料袋

套在头上，使他们很难呼吸，几乎窒息。后被带到昌邑区公安分局非法审讯，酷刑折磨。马英因为身体

检查不合格，被取保候审。张勇被送往吉林市看守所迫害。盖素芹被绑架到居住地的派出所。 

2019年7月19日早，法轮功学员张德富夫妻正要出门上班。突然闯入七、八名警察，将夫妻二人绑架到莲

花派出所。下午，张德富妻子被放回，张德福被劫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 

2019年7月19日早约5时，吉林市冯家屯欢喜新村的法轮功学员柴国忠准备开车上班，突然被守候在楼下

的多名便衣警察绑架，并劫持到家中，将妻子曹艳芬绑架，并非法抄家。将台式电脑一台，打印机三台

，手机两部，法轮大法书籍，真相币现金6500元抢走。随后把柴国忠、曹艳芬及儿子（呆傻）三人绑架

到欢喜派出所。警察韩建成、杨帆把柴国忠的双手倒扣使其坐在地上，在屋里转圈拖来拖去进行折磨，

并且，从早到晚10点不准去厕所。柴国忠于当日晚10点和儿子被放回，曹艳芬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

所。 

2019年7月19日6时许，法轮功学员王玉萍及丈夫（未修炼法轮功），在吉林市 “碧水山城”家中被绑架

，所有法轮大法资料等物品都被抢走，后丈夫被放回。 

2019年7月19日上午8时，吉林市前二道乡法轮功学员李丽文、苏寅生夫妇，在楼下被吉林市丰满区二道

http://www.zhuichaguoj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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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 

2019年7月19日早晨，吉林市船营区北山派出所警察闯进法轮功学员徐有才家中将其绑架，并非法抄家，

然后警察在他家守候，又绑架了一名法轮功学员。 

2019年7月19日上午，家住吉林市东北电力学院附近的田作淑及女儿大兰，在家中被绑架，大法书籍等物

品被抢走。 

2019年7月19日中午，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徐忠有、牛阮玲夫妇在“碧水山城”家中被吉林市船营区北山派

从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 

2019年7月19日，吉林市舒兰白旗法轮功学员孙尚有，在吉林市物华电脑城上班期间，被便衣警察绑架。 

2019年7月19日下午1点左右，吉林市昌邑区通江路派出所四名警察在法轮功学员刘冰家楼下，将前去的

法轮功学员张路绑架。刘冰下楼时，也被绑架。10多分钟后，警察拿她的钥匙开门，把刘冰和母亲赵玉

芹绑架到通江派出所。晚7点多，赵玉芹被送回家，刘冰被非法关押。 

张路在被绑架过程中遭到毒打，傍晚，警察去张路家中绑架了其母亲法轮功学员刘雪英，并非法抄家。

张路被非法关看守所。 

2019年7月19日，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刘秀珍、卢学英、张秀峰被绑架。 

2019年7月19日早3点，吉林市永吉县北大湖的法轮功学员李福珍，口前镇的法轮功学员孙志文、王淑兰

被绑架，王淑兰当天已回家。 

2019年7月17日下午，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梁春华被警察跟踪绑架，后被非法拘留10天，1万左右真相币现

金被抢走，迫害单位是新安派出所。 

2019年7月18日上午，吉林市法轮功学员佟维国、王桂锁，在粘贴法轮大法真相中，被吉林市双吉机场派

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法轮大法书籍和电脑等物，两人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目前，已知的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有：刘冰、张路、李丽文、佟维国、王桂锁、张勇、曹

艳芬。 

 

涉案主要责任单位责任人：  

吉林市公安局局长 刘磊：0432-62406001 

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 褚瑛环 ：13904442999 

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 孙增发： 13943200111 

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 刘陆峰： 18804326789 

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 刘建超： 13904415844 

吉林市公安局国保支队 副支队长 于伟东： 13843215777 

吉林市公安局国保支队 副支队长 高义： 18043621112 

吉林市船营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 范利臣： 

吉林市船营区国保大队长 高新：13944278900 

吉林市昌邑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谷江龙：13904447366 

吉林市昌邑区国保大队 大队长 邢红波：13804409797 

吉林市丰满区副区长、丰满公安分局局长 孙哲：13804403000 

吉林市丰满区国保大队长 焦利伟：13904419333 

吉林市龙潭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 邢连政：133044099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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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局长 黄迪：13314370111 

吉林省公安厅国保局局长 吴国庆：0431-82098182 

吉林市公安局永吉县副县长、公安分局局长 孙莉钧： 

吉林省吉林市市长 刘非： 

吉林省政法委书记 胡家福： 

吉林省公安厅厅长 刘金波： 

http://www.zhuichaguoji.org/
http://www.upholdjust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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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9日6时许，法轮功学员王玉萍及丈夫（未修炼法轮功），在吉林市 “碧水山城”家中被绑架，所有法轮大法资料等物品都被抢走，后丈夫被放回。
	2019年7月19日上午8时，吉林市前二道乡法轮功学员李丽文、苏寅生夫妇，在楼下被吉林市丰满区二道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
	2019年7月19日早晨，吉林市船营区北山派出所警察闯进法轮功学员徐有才家中将其绑架，并非法抄家，然后警察在他家守候，又绑架了一名法轮功学员。
	2019年7月19日上午，家住吉林市东北电力学院附近的田作淑及女儿大兰，在家中被绑架，大法书籍等物品被抢走。
	2019年7月19日中午，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徐忠有、牛阮玲夫妇在“碧水山城”家中被吉林市船营区北山派从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
	2019年7月19日，吉林市舒兰白旗法轮功学员孙尚有，在吉林市物华电脑城上班期间，被便衣警察绑架。
	2019年7月19日下午1点左右，吉林市昌邑区通江路派出所四名警察在法轮功学员刘冰家楼下，将前去的法轮功学员张路绑架。刘冰下楼时，也被绑架。10多分钟后，警察拿她的钥匙开门，把刘冰和母亲赵玉芹绑架到通江派出所。晚7点多，赵玉芹被送回家，刘冰被非法关押。
	张路在被绑架过程中遭到毒打，傍晚，警察去张路家中绑架了其母亲法轮功学员刘雪英，并非法抄家。张路被非法关看守所。
	2019年7月19日，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刘秀珍、卢学英、张秀峰被绑架。
	2019年7月19日早3点，吉林市永吉县北大湖的法轮功学员李福珍，口前镇的法轮功学员孙志文、王淑兰被绑架，王淑兰当天已回家。
	2019年7月17日下午，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梁春华被警察跟踪绑架，后被非法拘留10天，1万左右真相币现金被抢走，迫害单位是新安派出所。
	2019年7月18日上午，吉林市法轮功学员佟维国、王桂锁，在粘贴法轮大法真相中，被吉林市双吉机场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法轮大法书籍和电脑等物，两人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目前，已知的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有：刘冰、张路、李丽文、佟维国、王桂锁、张勇、曹艳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