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大事记  
 

(2011年4月24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总部

设在美国,在加拿大，以及欧洲、澳洲和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

。追查国际的宗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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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月20日 追查国际成立 

 

2003年1月23日发布《关于调查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的通告》，并

宣布成立“天安门自焚事件”调查委员会。从4月19日至8月15日，先后

发表了4篇调查报告。从对当事人在不同场合的语音验证、对积水潭医

院医务人员的调查、对不同喉舌媒体报道的矛盾的分析等，多方位揭

示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涉嫌由中共最高当局参与策划的阴谋。2011年1

月21日发表《追查国际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十周年回顾 》。 

 

2003年4月7日发表个案调查报告《查获将袁江迫害致死的有关犯罪人员

名单和犯罪事实》,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大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致死，明慧网公布的3383个死亡案例仅仅是冰山一角。追查国际从2003

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对29个省和直辖市的被迫害致死的部分案例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分析。 

 

2003年4月28日发表《对中国电视剧(生命无罪)的调查公告》,公布了炮

制该剧的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2003年7月12日发布《对电视剧(生命

无罪)的调查通告》。 

 

2003年7月3日发布《关于“浙江乞丐被杀案”初步调查结果（1）》，

对6月26日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发生系列毒杀乞丐案及其此后喉舌

媒体对法轮功的栽赃进行了调查。此后通过对苍南县宣传部、广播电

视局、苍南县龙岗镇政府等进行的一系列调查，于2004年1月4日和2004



年1月15日分别发表了《追查国际关于“浙江乞丐毒杀案”的调查报告

（2）》和《追查国际关于“浙江乞丐毒杀案”的调查报告（3）》，

揭示此案由中央"610"、公安部背后操纵。 

 

2003年9月22日发表《重庆大学研究生魏星艳遭警察当众强暴案调查综

述报告》。该调查证实重庆大学研究生魏星艳遭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

所警察当众强奸一案属实，看守所进行恶意的损伤性灌食导致魏星艳

的气管和食管严重创伤并送往西南医院抢救属实，重庆大学封锁有关

魏星艳档案及其就读的专业、协同重庆沙坪坝“610办公室”、沙坪公

安分局、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掩盖这一恶性犯罪案件属实。魏星艳

目前仍然下落不明。 

 

2003年9月8日追查“610办公室”迫害法轮功罪行委员会发表《关于“6

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报告用大量中共官方内部文件、讲话和散

在报道透露的消息，不仅证实了这个秘密机构的存在，而且公布了其

机构、职能、对迫害应负的责任和部分罪行。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

关于"6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部分扩大到直接参与迫害的党政主要部门

和官员)。这些报告包括：: 

2003年12月1日《关于“6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中央》； 

2003年12月1日《关于“6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吉林省》； 

2003年12月1日《关于“6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辽宁省》； 

2003年12月1日《关于“6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山东省》； 

2003年12月4日《关于“6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黑龙江》； 

2003年12月24日《关于“6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吉林省长春市》; 

2004年2月4日《关于“6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北京市》; 

2004年3月25日《关于新疆自治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党委及610办公室部

分人员》；; 

2004年3月26日《关于大连市市委及市政府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的调

查报告》; 

2004年3月28日《天津市市委书记张立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分事实》;

2004年5月6日《关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与迫害法轮功主要官员的调查

报告》; 

2004年5月13日《关于重庆市委及市政府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调

查报告》; 

2004年9月6日《关于天津市参与迫害法轮功主要官员的调查报告》 



 

2003年10月28日发表《关于吉林省吉林市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成军致

生命垂危一案的调查》，刘成军是2002年3月5日长春电视插播案的主要

参与者之一，报告公布对主要责任人的调查结果。对整个案子的调查

结果发表在2004年1月7日《刘成军被害案调查报告》。 

 

2003年11月7日发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劳教所被强制生产奴工产品的

调查报告(一)》。该报告及后续发表的两篇报告揭示了中国大陆劳教所

强制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生产奴工产品的证据和事实。2004年4月5

日，发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劳教所被强制生产奴工产品的调查报告(

二)》；2004年5月1日，发表《中国出口奴工产品“一次性筷子”的卫

生状况调查》。 

 

2003年11月21日宣布成立追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迫害的调查委员

会。2004年4月30日发表《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迫害调查报告》。 

 

2004年1月30日发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构成群体灭绝罪的追查报告》

。该报告用第一手证据证明江泽民个人在发起、推动、强化迫害法轮

功所扮演的角色。此后，追查国际又陆续发表了针对迫害法轮功负主

要责任的最高官员的调查报告; 

2004年2月14日《罗干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佐证》 

2004年7月20日《关于周永康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 

2004年11月26日《关于刘京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 

2009年4月5日《关于前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分事

实报告》 

 

2004年1月30日发表《关于文化部利用对外交流输出迫害法轮功的调查

报告》。报告从垄断和控制文化信息、新闻和出版，以及网络监控两

个方面阐述了文化部追随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事实，并列举了部分积

极参与迫害的文化部官员名单。此后，追查国际又于2004年5月17日发

表了《关于江泽民对外宣传渗透把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延伸到海外的调

查报告》。 

 

从2004年2月至2005年4月，追查国际完成了50篇有关劳教所迫害法轮功

学员的基本犯罪事实的报告。 



2004年2月10日发表《广州槎头女子劳教所酷刑和犯罪嫌疑人记录》 

2004年2月17日发表《广东三水劳教所酷刑和犯罪嫌疑人记录》; 

2004年5月21日发表《北京女子劳教所基本犯罪事实》; 

2004年5月21日发表《北京大兴团河劳教所恶人恶行录》; 

2004年6月14日发表《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 

2004年6月14日发表《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 

2004年6月17日发表《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本

事实》; 

2004年6月22日发表《吉林省吉林市欢喜岭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 

2004年6月22日发表《吉林省长春黑嘴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本

犯罪事实》; 

2004年6月22日发表《河北省石家庄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犯罪

事实》; 

2004年6月22日发表《河南省郑州市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

员》; 

2004年7月6日发表《安徽省女子劳教所恶人恶行录》; 

2004年7月6日发表《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济南市女子劳教所)恶人恶

行录》; 

2004年11月12日发表《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本

事实的报告》; 

2005年1月2日发表《黑龙江大庆市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基本犯罪事实》 

2005年1月2日发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基本犯罪事实》; 

2005年1月2日发表《上海市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犯罪事实

》； 

2005年1月4日发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万家医院恶人基本

犯罪事实》; 

2005年1月7日发表《甘肃省兰州平安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犯

罪事实》。 

 

2004年2月10日发表《中国大陆部分媒体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追查报告》

。高压宣传从迫害以来一直是中共的最重要工具。本报告对参与造假

的新华社CCTV等媒体和部分当事人进行了追查，并公布了积极参与仇

恨宣传的部分责任人名单及其详细犯罪证据。 

 



2004年3月16日发表《陈至立等教育部官员在中国教育界迫害法轮功的

调查报告》。该报告证实了陈至立是在教育系统实施江氏灭绝法轮功

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和具体实施者。该报告为在赞比亚对陈至立的起诉

提供了有力证据。 

 

2004年5月28日发表《关于中国教育部迫害法轮功的追查报告（第二部

分）》。报告列举了一些教育系统教师学者学生受迫害的案例。 

 

2004年3月26日发表《关于“中国反邪教协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调查

报告》。该报告及追查国际在日内瓦收集 “中国反邪教协会” 

反法轮功活动的实物和录像，为在日内瓦对“中国反邪教协会”秘书

长王渝生的起诉提供了有力证据。 

 

2004年4月5日发表《关于中国反邪教协会秘书长王渝生参与迫害法轮功

的调查报告》。 

 

2004年4月26日发表《关于中国"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的调查报告》。 

 

2004年4月24日 发表《被用于迫害法轮功的高科技—

网络监控懂上网技术的法轮功学员被重点迫害》。此后又于2004年5月2

8日发表了《中国互联网监控被用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调查报告》。 

 

2004年4月28日发表《关于通过“转化”对法轮功修炼群体从精神和肉

体实行群体灭绝的调查报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手段都是围绕着“

转化”“洗脑”进行的。调查报告提供的证据表明是“转化率”，而

不是任何一条现行法律，在迫害中起着关键作用。“转化”是对全体

法轮功学员信仰的迫害。“转化”命令来自中共最高层，并层层作为

任务下达。“转化率”迫使人在精神死亡或肉体死亡之间选择：“转

化”―精神死亡，不“转化”―肉体死亡。“转化率”是江泽民绑架

国家机器、胁迫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参与迫害的主要手段。此后，追

查国际又在2004年8月12日发表了《对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迫害法

轮功的调查报告》；2004年10月9日发表了《关于“洗脑班”与“洗脑

”手段的调查报告》。 

 

2004年5月29日发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报告集》。追查国



际将重大案例和迫害系统归类整理后编辑成书。共有3种版本：发表的

印刷版中英文调查报告集提交给各国相关政府行政、议员、法律界等

人士；追查国际网站上的电子版被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各地广泛下载

：微型CD版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大陆发送。 

 

2004年6月26日发表《关于曾庆红及其主管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参与迫害

法轮功的部分事实报告》。 

 

2004年7月15日发表《关于武汉市电视台台长赵致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调查报告》。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市电视台台长赵致真于1

999年6月拍摄的专题片被江泽民用来说服中共其它领导人同意镇压法

轮功，是对全中国人民洗脑的主要宣传之一，在劳教所等处被用来强

迫洗脑并作为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依据，警察看此片而加深对法轮

功的仇恨从而加剧迫害。 

 

2004年8月31日发表《关于江泽民集团利用国有资产和外来资金迫害法

轮功的调查报告》 

 

2004年11月11日发表《关于凤凰卫视参与迫害法轮功及其背景的调查报

告》。报告从凤凰卫视的成立、主要成员的背景、和央视的关系揭示

了该电视台以海外媒体为伪装的中共喉舌性质，揭示了凤凰卫视是江

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1月28日发表《中国大陆媒体的喉舌性质》。此报告从大陆中央

级媒体的组织结构、从属关系、党内文件、高层讲话揭示中共控制下

的媒体从来就不具备新闻性质，而是彻头彻尾的中共宣传工具。 

 

2005年2月14日发表《追查国际致中共官员的公开信》。此后，追查国

际陆续收到一些省、市级官员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口头保证，还有

部份参与过迫害的人员曾经表示愿意悔改并争取立功赎罪。 

 

2005年4月8日《关于中共介入欧洲通信卫星公司停止新唐人电视台播出

的调查报告（1）》。报告显示中共对新唐人电视台的打压涉及到中央

的多个部门，包括中国信息产业部、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

国外交部所属的各驻外使领馆、中国公安部，而各部门的协调则直接



上达政治局常委。2008年7月10日发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直接

向欧洲卫星公司施压要求其停播新唐人电视》，追查国际的一名特别

调查员就这一事件打电话给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询问。通话内容

证实了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 

 

2005年4月26日发表《有关中共中央宣传部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舆论控

制中枢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用大量证据证明，所有针对法轮功的妖

魔化宣传都是在中宣部的统一指挥下进行的。 

 

2005年6月21日发表《关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直接指挥中国司法部门

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揭示了中央和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

是怎样直接或通过操纵司法机构迫害法轮功的。 

 

2005年6月22日发表《高蓉蓉被害案调查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高蓉

蓉从被毁容到被迫害致死的过程，并提供参与迫害的负责人名单。同

日发表追查通告《追查国际对涉嫌抓捕、电击毁容、虐杀高蓉蓉及相

关涉案人员的追查通告》。 

 

2005年8月7日发表《关于张林为《大纪元》等投稿而被非法判刑的调查

报告》; 

2005年8月28日《关于郑贻春为《大纪元时报》等投稿而被非法判刑的

调查报告》。 

 

2005年9月25日发表《关于微软公司参与中共迫害人权的事实调查报告

》。该报告针对中共利用西方高科技迫害人权展开了调查，发现中共

独裁者利用微软提供“安全”服务：中国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与微软(中

国)携手共建为迫害人权服务的“联合实验室”;中软与微软在信息安全

领域的战略合作等。 

 

2005年10月5日发表《关于文化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文化

部通过以下方式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和录音录像

管理部门禁止、没收和销毁法轮大法出版物；与中宣部等8部委共同主

持全国“扫黄打非”行动,全面收缴销毁法轮功出版物；和新闻出版总

署等8部委以整顿出版物和计算机软件市场为名, 将 法 轮 功 出 版 物 被 

列 为 整 顿的重点。 



 

2005年10月9日发布《“追查国际”关于全面启动“全球监视追踪系统

”的公告》。2005年10月16日，又发布了《全球监视追踪系统协查公告

》。由“追查国际”协调其运作的“全球监视追踪系统”,目的是为了

监视、追踪在中国大陆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党政官员，尤

其是那些涉嫌部署、抓捕、“洗脑”、虐待、酷刑和谋杀法轮功学员

的凶手及直接参与信息封锁、舆论煽动、非法判刑的责任人,帮助受害

人及时对其采取法律行动。自“全球监视追踪系统”成立以来，在海

外起诉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曾成功的协助有关人员对一些重案涉

嫌犯罪者准确定位递送了传票及诉状，并宣布其罪状和追查令。现列

举8起中共官员在海外被起诉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追查国际协调的全

球监视追踪系统起了关键的定位和法律文件递送作用。 

1.2004年7月14日:拍摄了诽谤法轮功电视片的原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

在美国期间被定位并接到了法庭文件。 

2.2005年2月23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原中科院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

小组组长郭传杰访美期间被追踪、定位,于纽约曼哈顿炮台公园内,由专

业递状人递交了传票和控诉状。 

3.2005年10月28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吉林省委副书记及吉林省610

头目林炎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被“全球监视追踪系统”在数小时内

定位。“全球监视追踪系统”从接到对林炎志的举报,锁定目标，通知

受害人，协助完成诉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递交诉状,到向皇家

骑警(RCMP)提交相关材料，要求皇家骑警缉拿并驱逐林炎志，完成这

一立案程序只用了2个工作日。 

4.2005年11月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访问澳洲期

间接到法院的起诉状。 

5.2006年6月5日;中 国 国 家 宗 教 事 务 局 局 长 叶 小 文 、 副 局 长 王 

作 安 等 在 美 国 纽 约 市 被 起 诉 。 

起诉书控告他们利用宗教活动的形式,多次发表诋毁、诽谤及妖魔化法

轮功及其创始人的言论，煽动教唆针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仇恨、暴力

、酷刑和群体灭绝。 

6.2006年7月25日:三名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在美国

波士顿参加“世界人体器官移植大会” (World Transplant Congress) 

期间被起诉。其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长陈忠华,

天津第一人民医院的器官移植负责人沈中阳亲自收到美国法轮功学会

的控诉状。 



7.2006年12月8日:长期主管广东省政法委工作的广东省副书记陈绍基在

访问澳洲期间被定位，传票成功送达被告。 

8.2009年10月22日:广东省劳教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施红辉在纽约观光期间

被起诉,法院传票及诉状递交成功。 

 

2005年11月17日发表《关于中共利用共青团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

报告揭露了江泽民集团是如何利用共青团的庞大组织迫害法轮功的。

报告还列举了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团中央官员名单及犯罪事实。 

2006年1月14日发表《关于中共中央电视台(CCTV)“同一首歌”北美演

出背景调查报告》,这是针对2006年1月，中央电视台(CCTV)“同一首歌

”特别节目赴美加演出进行的调查。调查证实《同一首歌》是中共政

治思想工作的工具,是在迫害法轮功中转化洗脑的一部分，也是中共采

用文化形式进行意识形态统战的工具。 

 

2006年3月10日追查国际宣布成立“苏家屯集中营国际追查委员会”,就

年初曝光的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进行全面调查。自200

6年3月至今已发表了8篇有关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分别从中国官方

报道、有关官员讲话、医院和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涉嫌涉案的医生

、涉案中介人和目击证人等多方位证实了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这8篇

调查报告分别是: 

1.2006年3月14日发表《关于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调查报告(1)》 

2.2006年3月30日发表《关于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调查报告(2)》 

3.2006年4月16日发表《关于中国大陆各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调查报告》 

4.2006年6月8日发表《电话录音:中国大陆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涉嫌提供

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 

5.2007年7月25日发表《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运作的调查报告》 

6.2007年9月6日《从中共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数据看群体灭绝的残酷事

实》 

7.2008年8月21日《涉嫌提供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部分中国大陆医院

和器官移植中心》 

8.2009年12月12日《追查国际报告一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目击者



证词》此外,2007年10月31日发表《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调查录音节选广播稿》。 

 

2006年9月21日发表《关于中共迫害传播〈九评共产党〉民众的调查报

告》。该报告揭露了中共残酷迫害参与推动《九评》、退党的法轮功

学员和普通民众的事实,也暴露了中共恐惧《九评》的事实。 

 

2006年12月1日发表《关于中国司法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

本报告显示司法部管辖下的监狱和劳教所成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

和精神酷刑折磨的最主要场所,以及通过对律师的“洗脑”、监控、打

压来确保在迫害中任何法律程序都不能实行。 

 

2007年1月11日发表《追查国际就中共当局干扰破坏新唐人电视台“全

球华人新年晚会”对相关部门及负责人的追查报告》。报告列举了中

共当局的多种干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演出的手段。 

 

2007年2月8日发表《对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判刑的相关责任人的调查

报告――北京地区》,2010年4月11日发表《追查国际发布涉嫌参与迫害

法轮功的责任人名单的公告 》。 

 

2007年2月23日发表《追查国际支持澳洲公民章翠英起诉江泽民案的声

明》 

 

2007年6月28日发表《关于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在海外充当中共

代理的调查报告》,报告揭示中国驻外使领馆是如何通过CSSA将中共的

人权迫害政策延伸到海外并干涉所在国内政的。随后在2007年7月3日发

表《调查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CSSA主要相关人的电话录音》。 

 

2007年10月29日发表《追查国际定期选择公布每日迫害法轮功重大案例

的跟踪调查结果》 

 

2008年4月16日发表《关于中共利用2008北京奥运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

告》,2010年7月18日发表《关于中共在奥运以后迫害法轮功的报告》。 

 

2008年5月15日发表《中共对海外华人操控与统战全球战略实施的调查



报告》，揭露了中共在世界多国版图内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由中共控制

的组织、社团,形成在世界范围许多国家中有实际控制权的行政区域，

即“国中之国”。报告发表后两天，发生了法拉盛事件。该报告对帮

助美国主流社会认清法拉盛事件的本质和中共渗透的现实起了重要作

用。 

 

2008年6月19日，法拉盛事件发生之后一个月追查国际发表了《追查国

际就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操控法拉盛围攻退党中心活动电话调查录音》

。追查国际的一名特别调查员就这一事件打电话给中共驻纽约总领馆

的总领事彭克玉，证实了彭克玉直接操控这一事件的事实。 

 

2008年7月29日发表《关于中共对外宣传系统向国际社会进行意识形态

渗透和散布仇恨谎言的调查报告》。本报告主要是针对中共中央对外

宣传办公室（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互通使用,如何利用对外

宣传的各种渠道作为输出中共意识形态、施行迫害人权手段的事实所

作的调查报告。 

 

2009年7月9日发表《纽约法拉盛事件調查報告》。2008年5月17日，“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和纽约法拉盛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举

办预期按排的声援中国大陆36,000,000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集会

时，遭到了暴力围攻。根据所获证据和有关资料显示，这次事件是中

共当局操控、驻纽约总领馆直接介入的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恐怖事

件。 

 

2010年8月12日发表《关于中共干扰破坏神韵艺术团演出的调查报告》

。追查国际对中共驻外使（领）馆与中共中央“610办公室”配合对晚

会各个环节的骚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包括对2006年7月开通的反法轮

功“专业网站”(“610 网”)的调查。 

 

2010年8月14日《追查国际发布一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录像

片》,这些录像有些是法轮功学员自述受到迫害的经过，有些已经无法

说话了。其中有些人在拍摄了这些录像以后不久就因伤重而不幸辞世

。这些录像大部分是在2007年以后拍摄的，最近的摄于2008年8月。 

 

2011年1月20日发表《追查国际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十周年回顾》



。报告列举了2000年底到2001年初，中央举办的异常密集的与迫害法轮

功有关的会议和事件,指出了“自焚”伪案与“百万签名”的巧合,特别

是“自焚”伪案在国际上被曝光后，央视将被揭露的破绽重新剪辑制

作出新的版本再次发行。 

 

2011年2月1日发表《关于“6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2003年9月8日首

发）的更新版。主要更新内容包括对“610办公室”对内、对外使用的

名称的调查结果，和历任主要负责人名单。早在2010年4月24日追查国

际发表了《搜集“610办公室”成员名单和罪证的公告》。呼吁社会各

界人士提供自1999年6月至今各级“610办公室”历任主任、副主任和主

要成员的姓名、出生年月或任职时年龄、性别、任职时段和任职期间

主要罪行。 

 

每日重大案例追查通告 

追查国际自2004年7月26日开始每日发布重大迫害案例追查通告,并施以

调查震慑。截止2010年5月20日对参与迫害的基层政法委、“610办公室

”、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发布了2,300多个追查通告。 

 

追查通告将具体的迫害案例、直接参与迫害的个人、上级责任人和他

们的所属部门列出。将每个通告发到案犯本人、其工作单位、上级等

其他相关单位和当地的民众，并在相关人群中进行了相应的查证，对

涉案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查震慑。对案情的进一步核

查、对迫害者的震慑、对社会的正向影响，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追查国际将一以如继往地履行我们的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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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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