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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立案通知书 
                              2020（第 012 号） 

 

追查事件：辽宁省大连市 30 多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绑架、抄家案 

                                                                                                           

涉案相关责任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人员： 

辽宁省大连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于德泉 

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局长                                     杨耀威 

辽宁省大连市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                 王正平 

辽宁省大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维稳办主任                   赵玉琨 

辽宁省大连市国保支队政委                                   于宗文 

辽宁省大连市国保大队大队长                                  待查 

辽宁省大连市看守所所长                                      王洪涛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公安分局局长                            徐宏开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政法委书记                               王庆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维稳办主任                             杲志刚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综治办主任                               殷波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国保大队队长                           曹善嵩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政法委书记                             王端平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公安分局局长                           王天欣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分局国保大队队长                            程鹏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分局国保大队政委                            毕杰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孛兰派出所所长                          待查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政法委 书记                             马利民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政法委副书记                            周福成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公安局局长                              梁 刚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国保大队长                              王正东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国保大队副队长                           奚乃魁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共济派出所所长                           张智声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共济派出所副所长                         王天英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政法委书记                                 王国文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公安局局长                                  张军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国保大队中队长                              待查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丰荣派出所所长                              待查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莲山派出所所长                              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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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连市庄河政法委书记                                     刘圣东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公安局局长                                    石磊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                            王辉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光明山镇派出所所长                          钟福丹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政法委书记                                  张彬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公安分局局长                                杨科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公安局分国保大队队长                        王岩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维稳办主任                                  待查 

 

涉及案情： 

经过长时间的阴谋策划、监控，2020 年 7 月 10、11 日，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及下辖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派出所警察，对大连市旅顺口区、金州区、瓦房店市、普兰店区、庄河市、甘井子区等法轮功学员实施统

一绑架、抄家。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徐明华和王长青等 30 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绑架。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受国际人权法和中国宪法的保护。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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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对你们介入本案

的情况立案调查。现将追查立案通知发送给你们及相关部门。 
 
如果本追查立案通知送达 30 日内，涉案责任人停止迫害犯罪，释放被害人，本追查程序将中止。如果涉

案责任人仍未停止犯罪，本组织将依据已查明事实，发布《追查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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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证据证明，本案涉案责任人在本案发生过程中，明确表示反对迫害实施的，得以免除责任。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2020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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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案相关单位及责任人： 

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局长                               杨耀威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广场 1 号                               邮政编号：116012    

办公室电话：0411-83766319 

咨询电话：0411 - 65850999 （工作日） 

传真：0411-83686588 

手机号码：18304159999       

 

辽宁省大连市政法委书记                                于德泉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育才街 39 号            邮政编号：116001    

办公室电话： 0411-82758910、0411-82722880、0411-82758905、0411-82722880、 

家庭电话：0411-82800318 

手机号码：1390411558、13604090009  

传真：0411-82709132 

综治办办公室：0411-82758908，0411-82704965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中翠街 238 号 2-18-1 

 

 辽宁省大连市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            王正平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育才街 39 号                                     邮政编号：116001    

手机号码：17604090007  办公室电话：0411-82758917、0411-82758905 

住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裕农路 70 甲-5 号 8 门 

            

辽宁省大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维稳办主任                赵玉琨 

地址：西岗区新开路 87 号金福星大厦八楼                                    邮政编号：116011 

办公室电话：0411-82758900、0411-82758905 

维稳办电话：0411–83767128、0411-83767676 

手机号码： 13904263481 

家庭电话：0411-87691581、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站前街道盛滨花园 33 号楼 

 

辽宁省大连市国保支队政委                              于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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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连市中山区白兰街 15 号（延安路外管处后身）             邮政编号：116001 

13304097989 办公室电话：0411-88056988、0411-88052356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连胜街 103 号 1-6-2  

 

辽宁省大连市国保大队大队长                            待查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白兰街 15 号（延安路外管处后身）              邮政编号：116001 

办公室电话：0411-86444199、0411-88056902、0411-88056986、0411-88056903、0411-88056906、0411-

84571010 

0411-84691236、0411-88056929、0411-88056920、0411-88056917、0411-88056988、0411-88056997 

 

辽宁省大连市看守所所长                              王洪涛 

手机号码：13889628967、0411-86771159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金荣路 46A 号 1-1-2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姚工街 270 号  姚家看守所          邮政编号：116037 

总值班室：0411-83792702   

总机：0411-86871181 

传真：0411-86871844 

所长办公室：0411-86684718 

监狱长：0411-86871422  

政委室：0411-86870181 

管教监狱长室：0411-86872399 

大连姚家刑事拘留所：0411-86870728 、0411-83792725 

其他电话：0411-86870728、0411-83792725、0411-86886166、0411-86887811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公安分局局长                    徐宏开 

地址：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黄河路 84 号                        邮政编号：116041 

手机号码：13889600577、办公室电话 0411-83633375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新新园 16-4-6-2 

电话值班室：0411-86613411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政法委书记                        王庆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新城大街一号             邮政编号：116050 

手机号码：13190178666 办公室电话：0411-86392264、0411- 86395098、0411-86395099、0411-

86283130、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维稳办主任                       杲志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新城大街一号             邮政编号：116050 

办公室电话：0411-86395136 、0411-86395097、0411-8639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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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启新街西一巷 23-501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综治办主任                         殷波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迎春街 384-402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新城大街一号             邮政编号：116050 

办公室电话：0411-86395095、0411-86395136 、0411-86395097、 

手机号码：13840908331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              曹善嵩  

地址：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黄河路 84 号          邮政编号：116041 

办公室电话：0411-86637735、0411-86623151 

手机号码：13700118298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启新街 226 号 201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政法委 书记                      王端平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迎湖街 1 号                     邮政编号：116100 

手机号码：13904111155 

办公电话：0411-87930817、0411-87650005、0411-87679913、0411-87878821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秀月街共存巷 8 号 2-5-1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公安分局局长                    王天欣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和平路 2 号                    邮政编号：116100 

办公电话：0411-87612785、 

手机号码：13591199566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和平路 2 号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                 程鹏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和平路 2 号                   邮政编号：116100 

办公电话：0411-87837015、0411-87837166、0411-87837172 

手机号码：13504954555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香水路 79 号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孛兰派出所所长                   待查 

 地址：辽宁省大连普兰店商业大街 204 号                   邮政编号：116100 

办公电话：0411-83140670、 0411-83170110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政法委书记                      马利民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新华路 2 号                   邮政编号：11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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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电话：0411-85661999、0411-85612774  

传真：0411-85620577 

手机号码：13654119661 

住址：辽宁省瓦房店市共济办西环街二段 157 号 4-4-2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政法委副书记                     周福成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新华路 2 号                     邮政编号：116300 

办公电话：0411-85612826、0411- 39115959、0411-85612774  

传真：0411-85620577 

手机号码：15909859906 

住址：辽宁省瓦房店市昌盛经典小区一期 9 号 1-11-1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公安局局长                       梁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西长春路 1 段 7 号                   邮政编号：116300 

手机号码：13841161188 

办公室电话：0411-82222699、0411-85611666、0411-85613017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安阳街 8-4-1 

总机：0411-85613422 

指挥中心：0411-85613024 

其他电话：0411-85603317、0411-85614618、0411-85612093  

传真：0411-85601991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                 王正东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西长春路 1 段 7 号                   邮政编号：116300 

办公室电话：0411-85605626、0411-85634491 

手机号码：13942873520、13478986969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南山路 80 号 1365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             奚乃魁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西长春路 1 段 7 号                   邮政编号：116300 

办公室电话：0411-85605626、0411-85634491、0411-85613125 

手机号码：18342233339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方圆路 41 号 1-4-2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共济派出所所长                  张智声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北共济街二段 170 号                   邮政编号：116300 

办公室电话：0411-85696236、0411-85616248、 0411-85561769 

手机号码：1384080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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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芳园路 103 号 1-7-2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共济派出所副所长                 王天英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北共济街二段 170 号                   邮政编号：116300 

办公室电话：0411-39371173、0411-85616248、 0411-85561769 

手机号码： 13940821829 、15504089319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大宽街一段 82 号 1-4-1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政法委书记                          王国文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中心路 76 号               邮政编号：116200 

办公电话：0411-83119598、0411-83112485  、0411-83118181 

手机号码：13904265766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丰荣街道鑫凤家园 10 号 1-3-2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公安局局长                           张军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世纪大道中段 206 号          邮政编号：116200 

手机号码：13904265567 

办公电话：0411-88057777 

咨询电话：0411-83134692 

投诉电话：0411-86766409 

节假日值班电话：0411-88057805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滨海路中段 48 号-10 号楼西门 101 号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公安局国保大队   

宋德帅 手机号码： 15642366263 

王学伟 手机号码：13309855518 

 韩义 手机号码：13052729950 

刘长安 手机号码：13555923339 

办公电话：0411-83177009、0411-83340030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世纪大道中段 206 号          邮政编号：116200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丰荣派出所所长                      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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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站前街 2 号                  邮政编号：116200 

办公电话：0411-83112593 、0411- 83112912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莲山派出所所长                      待查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莲山街道邹店村                  邮政编号：116200 

办公电话：0411-  83300017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政法委书记                           刘圣东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昌盛街 379 号          邮政编号：116400 

办公电话：0411-89867599、0411-89859997 

手机号码：13795156868、13940921765 

家庭电话：0411-89821872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城关街道海云天二期 28 号 1-402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公安局局长                          石磊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世纪大街 1 段 9 号                           邮政编号：116400 

手机号码：13941174777 办公电话：0411-89725777 

传真：0411-89725786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龙江路 8-10 号 1-4-2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                   王辉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世纪大街 1 段 9 号          邮政编号：116400 

办公电话：0411-89725781、0411- 89709777 、 

手机号码：13252938555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光明山镇派出所所长                  钟福丹  

地址：辽宁省庄河市庄河 光明山镇财主房村大主房屯 518 号          邮政编号：116400 

办公电话：0411-89251788 、0411-89850909 、0411-89210058、0411-89250204 

手机号码：13074116555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政法委书记                          张彬 

地址 1：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明珠广场 1 号            邮政编号：116039 

地址 2：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东纬路 322 号            邮政编号：116033 

手机号码：1384117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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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电话：0411-86319990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海军广场街道润景园 2 号 1-21-1 

区委电话：0411-86641041、 0411-86647995 

传真：0411-86647995 

区政法委：0411-86641270、0411-86501232、0411-86647870、0411-86319993   

610 办公室电话：0411-86649757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                     杨科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东纬路 8 号                                邮政编号：116032 

总机：0411-86600743 

手机号码：13941121628 

局长办：0411-88052999、0411-86601306、0411-86601386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290A 号 2-7-2 

办公室电话：0411-86600833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国保大队队长                          王岩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东纬路 8 号                                邮政编号：116032 

手机号码：13084116969 

办公室电话 0411-88053111、0411-88053111、0411-88053108、0411-88052976、0411-88053105、0411-

88053107 

住址：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凌水王家村 1 号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维稳办主任                            待查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东纬路 322 号                                邮政编号：116033 

办公室电话：0411-86301418 、0411-86649757、0411-86641270、0411-86645170 转 8005、8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