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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沈阳市法库县、康家山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林 

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2019年 11月 22 日） 

自 1999 年 7 月以来，辽宁省沈阳市公、检、法、司和“610”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迫害，司法系统作

为执法机构，公然剥夺公民的信仰权利，非法抓捕、关押、酷刑虐待、庭审、无罪判刑，造成众多法轮功学员致

伤、致残、致死。特别是警察等执法人员公开犯罪。本组织从即日起对下述迫害案立案追查。 

追查案由简介：法轮功学员胡林，男，46 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就职于沈阳飞机研究所，工程师。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胡林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曾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劳教，

遭受毒打、“约束带”、电棍电击、剥夺睡眠等残酷迫害。2019 年 5 月 23 日，胡林在本溪市桓仁县发法轮功真相

资料时被绑架，被劫持到沈阳市法库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看守所警察唆使犯人毒打胡林，胡林绝食抗议迫害。胡

林的家属、律师多次要求会见胡林，被看守所、国保大队推诿拒绝。期间，胡林被看守所施酷刑“拉板”，双手、

双脚被铐在铺板上拉直，身体不能动；被强行灌食，灌食的管子一直插在胃里不拔出来。6 月 14 日，胡林被法

库县检察院非法起诉。6 月 18 日，法库县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和律师的情况下，对胡林非法开庭。庭审时，法

官以此案“涉密”为由，只允许律师进入法庭，家属被挡在门外。胡林被十几个法警抬进法庭，胡林当庭揭露看守

所对他酷刑迫害，刚说几句，就被法官打断，胡林被非法判刑 2 年。胡林上诉到沈阳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于 8

月 6 日下达裁定，认为原审判程序违法，退回法库县法院。8 月 22 日，法库县法院第二次开庭，律师和胡林本

人都做了无罪辩护。胡林被非法判刑 2 年，并比第一次判决增加 20000 元的勒索性罚款。 胡林上诉后，被中级

法院维持原判。自 5 月 23 日至今，胡林一直绝食反迫害，身体极度虚弱，器官已衰竭到了极限，并多次被送医

院抢救，家属要求保外就医，遭拒绝。胡林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法库县看守所和法库县公安局企图将胡林送到监

狱，联系多家监狱（包括大北监狱）都不接收。法库县看守所不但不放人，还花钱送礼给沈阳市康家山监狱，之

后于 10 月 30 日将生命垂危的胡林送进该监狱。11 月 7 日，胡林的亲人在康家山监狱看到胡林时，他已瘦的皮包

骨，已经不能翻身，两腿失去知觉，狱警说胡林也只能活一个月了。家属要求给胡林检查身体，康家山监狱人员

说不给检查，因胡林到那就喊法轮大法好，是政治犯，死了也不放人。 

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辽宁省沈阳市政法委书记宋诚；沈阳市司法局局长董开德；法库县政法委书记代国

斌，副书记毕海天，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刘柏坤；法库县公安局局长周小龙，副局长侯东波，国保大队长廖国

刚；四家子派出所所长周伟光，指导员石超，办案警察刘洪辰；法库县检察院检察长赵晓峰，公诉人李海波；法

库县法院院长陈林，主审法官冯静（一审）、刘占新（二审）；沈阳市中级法院院长段文龙；沈阳市康家山监狱

监狱长张汉志，政委孟斌，副监狱长陈明强，教育科长张小进，狱政科长马光辉；法库县看守所所长张立国，指

导员张国华。 

我们的原则是：谁犯罪谁承担、集体组织犯罪个人承担、教唆迫害与直接迫害同罪。根据这一原则，所有在组

织、单位、系统名义下所犯的罪行最终将落实到个人承担。上述有关责任人将被彻底追查，并被绳之以法。 

 

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与纳粹战犯同罪，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词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

必须承担个人责任。自首坦白、弃暗投明、举报他人罪恶、争取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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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全称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于 2003年 1月 20日，旨在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及

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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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 

 

附件 1 ：“禁止酷刑犯入境美国法案”（Anti-Atrocity Alien Deportation Act）：2004 年 12月 17日美国

总统布什在华盛顿签署法案，授权司法部追踪那些犯有战争罪、酷刑、群体灭绝罪、迫害宗教信仰，以及侵犯人

权的外国人，限制其入境或将其驱除出境。根据新的法案，曾经酷刑折磨他人者、犯下群体灭绝罪行者，以及迫

害宗教信仰者，不准此种人入境，或将其从美国驱逐。法案还包括（1）在国外参与实施酷刑和杀人的外国人；

（2）“群体灭绝”和“特别严重侵犯宗教信仰自由”者。美国移民归化法第 212(a)(2)(G) 条规定，外国政府

官员在过去的两年中从事参与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不得进入美国。 

相关责任人 

张小进 

职务: 教育科长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康家山监狱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尹家乡尹家村    沈阳市康家山监狱   

邮编：110132 

教育科长张小进：13190115352 

 

段文龙 

职务: 院长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 268号 

邮编：110013 

 

刘占新 

职务: 主审法官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院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兴法东路 20-1号 法库县法院 

邮编：110400 

主审法官刘占新：13940366677 

 

陈林 

职务: 院长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院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兴法东路 20-1号 法库县法院 

邮编：110400 

 

毕海天 

职务: 副书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9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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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政法委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库镇兴法路  法库县政法委 

邮编：110400 

副书记毕海天：13909886224 

 

代国斌 

职务: 书记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政法委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库镇兴法路  法库县政法委 

邮编：110400 

政法委书记代国斌：024-87148777 

 

宋诚 

职务: 书记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政法委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沈中大街 206号 市政法委  

邮编：110169 

 

张国华 

职务: 教导员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看守所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晓东街北端  法库县看守所 

邮编：110400 

指导员张国华：15502619408 

 

冯静 

职务: 审判长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院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兴法东路 20-1号 法库县法院 

邮编：110400 

审判长冯静：13940104869 

 

马光辉 

职务: 狱政科科长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康家山监狱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尹家乡尹家村    沈阳市康家山监狱   

邮编：110132 

狱政科长马光辉：024-89698045 

 

陈明强 

职务: 副监狱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0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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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康家山监狱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尹家乡尹家村    沈阳市康家山监狱   

邮编：110132 

副监狱长陈明强：024-89698286、13940421733 

 

孟斌 

职务: 政委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康家山监狱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尹家乡尹家村    沈阳市康家山监狱   

邮编：110132 

政委孟斌：13998888799、13998888977 

 

张汉志 

职务: 监狱长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康家山监狱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尹家乡尹家村    沈阳市康家山监狱   

邮编：110132 

监狱长张汉志（原任监狱政委）：024-89698281、024-88512366、13390115500、13190115550 

 

刘洪辰 

职务: 办案警察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派出所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四家子村 2组 45号  四家子派出所 

邮编：110417 

 

赵晓峰 

职务: 检察长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检察院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库镇兴法东路 20号  法库县检察院 

邮编：110400 

检察长赵晓峰：13998216795 

 

周小龙 

职务: 副县长、公安局长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政府,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正阳街兴法东路 58号综合服务中心 B区 7层   

邮编：110400 

局长周小龙：024-87112313、024-87123830  

 

周小龙 

职务: 副县长、公安局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0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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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龙山东路 47号 法库县公安局 

邮编：110400 

局长周小龙：024-87112313、024-87123830  

 

周伟光 

职务: 所长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派出所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四家子村 2组 45号  四家子派出所 

邮编：110417 

所长周伟光：13840068277、手机 15502619419 

 

石超 

职务: 指导员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派出所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四家子村 2组 45号  四家子派出所 

邮编：110417 

 

李海波  

职务: 公诉科长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检察院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库镇兴法东路 20号  法库县检察院 

邮编：110400 

公诉科长李海波：15904030115 

 

侯东波 

职务: 副局长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龙山东路 47号 法库县公安局 

邮编：110400 

副局长侯东波：13555870111 

 

刘柏坤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政法委,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综治办,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库镇兴法路  法库县政法委 

邮编：110400 

县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刘柏坤 ：办 024-62712966、宅 024-87127258、13998225968 

 

廖国刚 

职务: 石桥派出所所长、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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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石桥派出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龙山东路 47号 法库县公安局 

邮编：110400 

国保大队长廖国刚：办 024-87123736、手机 13840300304、宅 024-87032955  

  

董开德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辽宁省沈阳和平区中山路 108-1号 

邮编：110002（沈阳市 610 办公室设在沈阳市公安局户政处楼上） 

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610 办公室”主任董开德（原任）：024-22868140、024-24511603、

13940000190 

 

董开德 

职务:司法局局长、监狱局局长 

现任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司法局, 辽宁省沈阳市监狱局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 23号  

邮编：110002 

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610 办公室”主任董开德（原任）：024-22868140、024-24511603、

139400001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3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3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