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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林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2014 年 11 月 10 日
王茂林，1934 年 12 月生，江苏启东人。1998 年 9 月至 2002 年 10 月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1999 年 6 月至 2001 年 9 月任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员和中共中
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610 办公室”）主任。
“610 办公室”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为了镇压法轮功专门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成立的非法组
织，类似中共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王茂林为第一任办公室主任。
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全面迫害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单位均设立了
“610 办公室”。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以 610 这个组织为轴心，操控司法系统和各级党
政机构实施迫害，同时用污蔑诽谤等手段扇动民众仇视法轮功, 造成全国大批法轮功学员致
伤、致残、致死。作为首任“610 办公室”主任的王茂林对迫害初期制定和实施的所有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方
案、行动及恶果，包括对以后的迫害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触犯了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
反人类罪, 因此，本组织将王茂林做为重点追查对像立案通告追查，呼吁海内外掌握王茂林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证
据者及时与追查国际取得联系。在此列举其犯罪的部分罪证：
1999 年 11 月 5 日王茂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我有话要说”的文章，专为由所谓宗教人士、宗教工作者
及学者编造的《“法轮功”与邪教》一书写的序言。王茂林极力地诋毁和污蔑法轮功创始人及其法轮功的修炼理念
，把那本与实事完全相违背的攻击法轮功的书宣扬为“一部力作”。
2000 年 7 月初时任“610 办公室”主任的王茂林视察马三家教养院，由于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残害法轮功学员
的“突出表现”，王茂林对马三家教养院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向江泽民作了详细的汇报，促使江泽民决定拨
专款 600 万人民币给马三家教养院，命其速建所谓的“马三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马三家教养院还曾经把 18
名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女学员脱光衣服，扔到男牢房里，任由男犯蹂躏。该劳教所在全国范围内成为用酷刑和恶
劣手段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样板，各地“610”人员纷纷来此观摩学习所谓的迫害经验。
2001 年 2 月 6 日，王茂林等来到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门前广场参加所谓的“全国青年文明社区反邪教行动”启动
仪式。这天共青团中央发动全国 100 个大中城市近千“文明社区”开展反法轮功的宣传教育活动。当天共张贴攻
击法轮功的宣传画 50 多万幅，发放诬蔑性的宣传资料 1000 多万份，反法轮功活动 200 多场，鼓动八百多万青年
直接参与。
2001 年 2 月北京出版社加紧编辑出版新书《校园拒绝邪教》，赶在 2 月 12 日学校开学之前出版。该书把法轮功
污蔑为 X 教，鼓动学生反对和远离法轮功。王茂林专为此书作序。
2001 年 2 月 26 日，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中央“610 办公室”等部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反法
轮功的“先进事迹“报告会。王茂林作为中央“610 办公室”主任出席了该大会。3000 名所谓反法轮功的“先进
”个人和集体及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武警官员等出席大会。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所长苏境在这个会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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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地散布了她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经验。据明慧网大量消息报道，苏境心狠手辣，使出各种邪恶手段逼迫法轮
功学员放弃修炼。
2001 年 5 月王茂林在《决斗“神功”》特刊出版发行新闻发布会上讲话，他把此诬蔑攻击法轮功的特刊标榜为
：与法轮功斗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刊物”。
2001 年 7 月 16 日， 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央“610 办公室”、公安部、司法部、中国科协联合举办的一个
题为《反对邪教 崇尚文明》的大型展览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王茂林为该活动举行开幕式。该展览
以大量杜撰的所谓“事实”来欺骗人们并挑起他们仇恨法轮功，丑化法轮功，将其与国际上的主要邪教相提并论
，并美化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转化工作，以达到铲除法轮功的目的。
2001 年 11 月 30 日，北京市市委、市政府在京举行所谓的“表彰”反法轮功的大会，对在打压法轮功的各个方
面做出了成绩，进行“教育转化”（即强迫洗脑）的 200 个“先进”集体和 507 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王茂林出席了这个表彰大会。
法轮功学员王博，原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2001 年 4 月上北京为法轮功请愿而被抓并关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劳教
所，遭受酷刑和洗脑折磨。2002 年 3 月中宣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省市“610 办公室”骗取王博一家，对其
采访。 2002 年 4 月 8 日在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用移花接木的欺骗手法播出有关王博一家的骗剧。随之新华
社等媒体大肆进行谎言宣传，影响极其恶劣。曾任“610 办公室”主任的王茂林对王博一家的迫害和对全国人民
的毒害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2 年 3 月 30 日当时担任中央宣传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扫黄打非领导小组组长王茂林与时任四
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在成都会见。王茂林向周永康介绍了同法轮功等组织作“斗争”的情况，还肯定了四川在这方
面取得的成绩。
追查国际的原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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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将被彻底追查，并被
绳之以法。
在此，我们告诫一切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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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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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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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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