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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编号: 26924 
序号：1 
姓名: 李爱民 
职务: 前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团河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团桂路 1 号  邮编：102628 
电话：总机 010-61299888  管理科 010-61292590  教育科 010-6129259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92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邯郸市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秦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1 

  
编号: 27524 
序号：2 
姓名: 齐丙瑞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2200 昌平区委 610 办：010-89741539（24 小时） 
主任，齐丙瑞 电 话：13651051478，QQ：81269754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2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编号: 27525 
序号：3 
姓名: 刘信东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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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2200 昌平区委 610 办：010-89741539（24 小时）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2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编号: 27526 
序号：4 
姓名: 柴会昌 
职务:  
单位: 北京昌平区长陵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010-60761004 地址：昌平区景陵村镇政府北侧 
邮政编码：1022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2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编号: 27527 
序号：5 
姓名: 闫少才 
职务:  
单位: 北京昌平区长陵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010-60761004 地址：昌平区景陵村镇政府北侧 
邮政编码：1022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2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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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编号: 27528 
序号：6 
姓名: 田大马 
职务:  
单位: 北京昌平区长陵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010-60761004 地址：昌平区景陵村镇政府北侧 
邮政编码：1022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2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编号: 27529 
序号：7 
姓名: 苏波 
职务: 院长 
单位: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一街 9 号 邮编：100176 
电话：67850702 传真：6785069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2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编号: 27530 
序号：8 
姓名: 张惠清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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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一街 9 号 邮编：100176 
电话：67850702 传真：6785069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3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编号: 27531 
序号：9 
姓名: 朱运利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一街 9 号 邮编：100176 
电话：67850702 传真：6785069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3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编号: 27532 
序号：10 
姓名: 杜彤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一街 9 号 邮编：100176 
电话：67850702 传真：6785069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3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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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7533 
序号：11 
姓名: 李玉森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大兴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邮编：102600 
电话：010-61212876 电话 61212006，612128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3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编号: 27534 
序号：12 
姓名: 李俊明 
职务: 政委 
单位: 北京大兴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邮编：102600 
电话：010-61212876 电话 61212006，612128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3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编号: 27826 
序号：13 
姓名: 段炳川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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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监狱长 10-8358940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2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追查北京市前进监狱十一分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175 

  
编号: 27827 
序号：14 
姓名: 赵卫平 
职务: 教育科长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2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追查北京市前进监狱十一分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175 

  
编号: 27828 
序号：15 
姓名: 冯有喜 
职务: 教育科副科长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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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2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编号: 27829 
序号：16 
姓名: 李志明 
职务: 九分监区指导员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2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编号: 27830 
序号：17 
姓名: 赵阳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3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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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7831 
序号：18 
姓名: 熊智尧 
职务: 八分监区中队长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3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编号: 27832 
序号：19 
姓名: 陈宏斌 
职务: 八分监区警察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3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编号: 27833 
序号：20 
姓名: 柳刚 
职务: 八分监区警察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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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3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编号: 27834 
序号：21 
姓名: 陈俊 (2) 
职务: 十二分监区警察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3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3 

  
编号: 27835 
序号：22 
姓名: 孟繁国 
职务: 十二分监区警察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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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3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编号: 27836 
序号：23 
姓名: 刘中山 
职务: 一分监区警察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3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编号: 27837 
序号：24 
姓名: 刘名山 
职务: 一分监区警察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3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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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7838 
序号：25 
姓名: 李学东 
职务: 一分监区警察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3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编号: 27839 
序号：26 
姓名: 张劲淞 
职务: 一分监区警察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3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编号: 27840 
序号：27 
姓名: 侯建威 
职务: 一分监区警察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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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84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编号: 28246 
序号：28 
姓名: 孟凡义 
职务: 海外事业部党群工作部副书记 
单位: 北京福田汽车股份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北京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福田海外事

业部  邮编：102206 
电话：集团总机 010-80708888  网址 www.foton.com.cn 
党群工作部副书记孟凡义：13910694800  010-5991218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4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福田汽车股份公司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田世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45 

  
编号: 28247 
序号：29 
姓名: 赵勇强 
职务: 海外事业部党群工作部部长 
单位: 北京福田汽车股份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北京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福田海外事

业部  邮编：102206 
电话：集团总机 010-80708888  网址 www.foton.com.cn 
部长赵勇强：13910697538  010-59912227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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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4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福田汽车股份公司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田世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45 

  
编号: 28248 
序号：30 
姓名: 郭月龙 
职务: 海外事业部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单位: 北京福田汽车股份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北京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福田海外事

业部  邮编：102206 
电话：集团总机 010-80708888  网址 www.foton.com.cn 
副部长郭月龙：（记录）电话 1342606383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4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福田汽车股份公司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田世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45 

  
编号: 28249 
序号：31 
姓名: 刘伟华 
职务: 工会主席 
单位: 北京福田汽车股份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北京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福田海外事

业部  邮编：102206 
电话：集团总机 010-80708888  网址 www.foton.com.cn 
工会主席刘伟华：13910326556  010-5991208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4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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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福田汽车股份公司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田世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45 

  
编号: 28254 
序号：32 
姓名: 衡晓帆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 26 号  邮编：100071 
电话：010-63811993  010-63811992  010-63811396  010-6389753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5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及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阳、孙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4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编号: 28255 
序号：33 
姓名: 韩德银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牛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北京市宣武区牛街 93 号邮编︰100053 电话︰

63536672、63537047、63529847、635366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5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及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阳、孙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4 

  
编号: 28256 
序号：34 
姓名: 田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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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牛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北京市宣武区牛街 93 号邮编︰100053 电话︰

63536672、63537047、63529847、635366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5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及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阳、孙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4 

  
编号: 28257 
序号：35 
姓名: 郭东海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牛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北京市宣武区牛街 93 号邮编︰100053 电话︰

63536672、63537047、63529847、635366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5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及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阳、孙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4 

  
编号: 28258 
序号：36 
姓名: 陈旭 
职务: 办案人员 
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牛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北京市宣武区牛街 93 号邮编︰100053 电话︰

63536672、63537047、63529847、635366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5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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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及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阳、孙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4 

  
编号: 28259 
序号：37 
姓名: 汪立军 
职务: 办案人员 
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牛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北京市宣武区牛街 93 号邮编︰100053 电话︰

63536672、63537047、63529847、635366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5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及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阳、孙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4 

  
编号: 28260 
序号：38 
姓名: 杨晓东 
职务: 办案人员 
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牛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北京市宣武区牛街 93 号邮编︰100053 电话︰

63536672、63537047、63529847、635366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6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及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阳、孙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4 

  
编号: 28261 
序号：39 
姓名: 王增斌 
职务: 片警 
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牛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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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北京市宣武区牛街 93 号邮编︰100053 电话︰

63536672、63537047、63529847、635366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6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及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阳、孙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4 

  
编号: 28262 
序号：40 
姓名: 蔡柏林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近园路 13 号 邮编︰100071 电话︰010-63816048（总

机）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6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及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阳、孙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4 

  
编号: 28263 
序号：41 
姓名: 马若怡 
职务: 办案人 
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近园路 13 号 邮编︰100071 电话︰010-63816048（总

机）转 8302（马若怡）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6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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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及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阳、孙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4 

  
编号: 28264 
序号：42 
姓名: 董华 
职务: 院长 
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丰台镇近园路 9 号 邮编︰100071 电话︰ 
部份直拨电话︰83827577、83827656、83836011、83827631、 
83827788、83836022、8382752、83835245、8382752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6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及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阳、孙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4 

  
编号: 28271 
序号：43 
姓名: 张德育 
职务: 人员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35 号 
邮编:100041 
电话: 区 610 头目：张得欲 电话：8869 9646 
610 办公室：电话加传真 0086-10-8869 910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7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6 

  
编号: 28272 
序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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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葛秀根 
职务: 人员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35 号 
邮编:100041 
610 办公室：电话加传真 0086-10-8869 910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7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6 

  
编号: 28273 
序号：45 
姓名: 刘丽新 
职务: 四分监区狱警 
单位: 北京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庆丰路汇丰街润荷巷 3 号 
邮编:102609 
北京市女子监狱电话：010-60262342 
监狱四分监区电话：010-6026234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7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6 

  
编号: 28274 
序号：46 
姓名: 郑凤莲 
职务: 在押犯 
单位: 北京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庆丰路汇丰街润荷巷 3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6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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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7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6 

  
编号: 28275 
序号：47 
姓名: 连九菊 
职务: 在押犯 
单位: 北京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庆丰路汇丰街润荷巷 3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6234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7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6 

  
编号: 28624 
序号：48 
姓名: 尹燕京 (2)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 (公安分局), 区委常委、兼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5 号  邮编：100089 
电话：010-82388035  010-82519110  010-82628056 
局长尹燕京（区委常委、兼政法委副书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党委书记、分局局长）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2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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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司西绥、李湘丁、孟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23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00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编号: 28625 
序号：49 
姓名: 熊梦龙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辅路 五棵松 12 号  邮编：100039， 
电话：010-68366110  值班室 010-68273768  010-6827200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2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司西绥、李湘丁、孟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23 

  
编号: 28626 
序号：50 
姓名: 徐涛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辅路 五棵松 12 号  邮编：100039， 
电话：010-68366110  值班室 010-68273768  010-6827200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2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司西绥、李湘丁、孟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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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9174 
序号：51 
姓名: 刘刚 
职务: 国保支队队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西环路甲 68 号 邮编：102200 
电话：010-69742197 
纪委：69742115 
指挥中心：69705110 
国保处：69746618, 国保支队队长刘刚：010-8979797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17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庆冬、宋钊、孙立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8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明霞、阎峰、蔺福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28 

  
编号: 29176 
序号：52 
姓名: 姚一平 
职务: 十一分监区副中队长（主管迫害法轮功）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17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前进监狱十一分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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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9177 
序号：53 
姓名: 方炜 
职务: 十一分监区副指导员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京山线茶淀站 106-11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22-67988215  咨询 10-83589496  狱政科 10-835890440  10-83589412  22-67980276  管教科

22-67998274  教育科 10-8358944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17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前进监狱十一分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175 

  
编号: 29466 
序号：54 
姓名: 王洪静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 7 号  邮编：101200 
电话：（政法委）69965773；010 - 69961927 
区“610 办公室”主任王洪静：010-69966323  13910670206  住 北京市平谷区滨河小区 1 号楼（农行宿

舍楼  邮编 1012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5 

  
编号: 29467 
序号：55 
姓名: 李翠兰 
职务: 人员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610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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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 7 号  邮编：101200 
电话：（政法委）69965773；010 - 69961927 
区“610 办公室” 人员李翠兰（平谷县教育局小教科）：宅 010-69984356  住 城关镇建设西街 16 号楼

4 单元 6 号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5 

  
编号: 29468 
序号：56 
姓名: 王琪瑛 
职务: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17 号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2744  69966395  传真 69966395 
王琪瑛（女，24 岁，北京平谷县南独乐河中学教师）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5 

  
编号: 29469 
序号：57 
姓名: 张华 (2)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庆丰路汇丰街润荷巷 3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6234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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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5 

  
编号: 29470 
序号：58 
姓名: 肖瑞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庆丰路汇丰街润荷巷 3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6234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7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5 

  
编号: 29471 
序号：59 
姓名: 陈敬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庆丰路汇丰街润荷巷 3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6234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7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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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9472 
序号：60 
姓名: 吴蕾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庆丰路汇丰街润荷巷 3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6234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7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465 

  
编号: 30255 
序号：61 
姓名: 王汝霖 
职务:  
单位: 北京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005 
电话: 6512 1118；6308850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5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德洋、丛秋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21 

  
编号: 30807 
序号：62 
姓名: 高祥阳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１７号 邮编：100080 
行政区号：110108 
电话：010-6252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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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0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编号: 30808 
序号：63 
姓名: 李小燕 
职务: 警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温阳路 25 号 邮编：100194 
电话：010-624008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0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编号: 30809 
序号：64 
姓名: 董永平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温阳路 25 号 邮编：100194 
电话：010-624008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0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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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0810 
序号：65 
姓名: 李佳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温阳路 25 号 邮编：100194 
电话：010-624008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1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编号: 30811 
序号：66 
姓名: 李如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温阳路 25 号 邮编：100194 
电话：010-624008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1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编号: 30812 
序号：67 
姓名: 白薇 
职务: 院长 
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8932911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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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9 of 91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1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编号: 30813 
序号：68 
姓名: 柳旭 
职务: 书记 
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8932911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1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编号: 30814 
序号：69 
姓名: 朴承权 
职务: 人事处副处长 
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8932911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1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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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0815 
序号：70 
姓名: 谭家健 
职务: 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893291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1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追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6 

  
编号: 30816 
序号：71 
姓名: 陈允锋 
职务: 保安处 
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8932911 
陈允锋：68932939 身份证号：110108195412102417 民族大学家属院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1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编号: 30817 
序号：72 
姓名: 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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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610"人员 
单位: 北京海淀分局"610"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036 
010-826280562；010－82519110 
勾磊：手机 1391183344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1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编号: 30818 
序号：73 
姓名: 门志刚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万寿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海淀区广源路闸 15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19305 /6842295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1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编号: 31805 
序号：74 
姓名: 郭兆凯 
职务: 监察科科长 
单位: 北京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天堂河魏永路 12 号 邮编:102609 
值班室电话：010-60277013、010-60279755、010-60277013、60278899 转 5819（管教科，查人），

转 6139 （申请所外执行）、60278383、60279500 
传真：010-60279648 
郭兆凯 010-60278899 转 610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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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0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04 

 追查北京区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威、苏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08 

  
编号: 31806 
序号：75 
姓名: 张鹏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霍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霍营村 邮编:102208 
电话: 张鹏 
霍营派出所：010—69791392 
霍营派出所报警电话： 81701600 
派出所网站： http://fuwu.hlgnet.com/huoying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0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04 

  
编号: 31807 
序号：76 
姓名: 安京生 
职务: 预审科员 
单位: 北京市昌平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曹庄村昌平看守所 邮编:102202 
电话: 昌平看守所电话：80193803 
安京生办 8979834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07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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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3 of 91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追查北京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04 

  
编号: 31808 
序号：77 
姓名: 高胜利 
职务: 预审 
单位: 北京市昌平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曹庄村昌平看守所 邮编:102202 
电话: 昌平看守所电话：80193803 
高胜利 1391165265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0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04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编号: 31809 
序号：78 
姓名: 杨雪涛 
职务: 主审 
单位: 北京市昌平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曹庄村昌平看守所 邮编:102202 
电话: 昌平看守所电话：80193803 
杨雪涛 1391193291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0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04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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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1810 
序号：79 
姓名: 张中原 
职务: 咨询 
单位: 北京市昌平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曹庄村昌平看守所 邮编:102202 
电话: 昌平看守所电话：80193803 
张中原 8019380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1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女子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804 

  
编号: 31921 
序号：80 
姓名: 方岚 
职务: 副所长（原名方春岚） 
单位: 北京市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60278377 
传真：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纪委书记：010-60278722 
监察审计科：010-60278989-8022 
监察审计科长：010-6027649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永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0 

  
编号: 31922 
序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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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倪振雄 
职务: 副所长（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 
单位: 北京市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60278377 
传真：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纪委书记：010-60278722 
监察审计科：010-60278989-8022 
监察审计科长：010-6027649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永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0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跃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03 

  
编号: 31923 
序号：82 
姓名: 王根亮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北京市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60278377 
传真：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纪委书记：010-60278722 
监察审计科：010-60278989-8022 
监察审计科长：010-6027649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永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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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惠学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43 

  
编号: 31924 
序号：83 
姓名: 娜建彬 
职务: 副大队长 
单位: 北京市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60278377 
传真：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纪委书记：010-60278722 
监察审计科：010-60278989-8022 
监察审计科长：010-6027649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永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0 

  
编号: 31925 
序号：84 
姓名: 卢戈 
职务: 副大队长 
单位: 北京市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60278377 
传真：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纪委书记：010-60278722 
监察审计科：010-60278989-8022 
监察审计科长：010-6027649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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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永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0 

  
编号: 31926 
序号：85 
姓名: 高俊兵 
职务: 管理科科长 
单位: 北京市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60278377 
传真：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纪委书记：010-60278722 
监察审计科：010-60278989-8022 
监察审计科长：010-6027649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永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0 

  
编号: 31927 
序号：86 
姓名: 牛广鹏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60278377 
传真：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纪委书记：010-60278722 
监察审计科：010-60278989-8022 
监察审计科长：010-6027649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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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永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20 

  
编号: 31944 
序号：87 
姓名: 方春岚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新安劳教所电话：010-60278377，传真：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4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惠学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43 

  
编号: 31945 
序号：88 
姓名: 张占明 
职务: 六大队长大队长 
单位: 北京市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新安劳教所电话：010-60278377，传真：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4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惠学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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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4009 
序号：89 
姓名: 戴建海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劳教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1：北京市海淀区吴家场路 55 号  邮编：100036 
电话/传真：010-51785189  监察处 010-51785151 
电话：值班室 010-83502064  总机 010-83502065  谘询 010-1600225  举报 010-83501851 
地址 2：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东街 7 号  邮编：100054 
电话：010-51785188  010-83502065  电子邮件 BJLJ@bjlj.gov.cn 
局长戴建海：010-8350207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0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区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威、苏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08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跃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03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编号: 34010 
序号：90 
姓名: 马晓宇 (2) 
职务: 预审人员 
单位: 北京市顺义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泥河村。 
邮编：101300    电话：10--69404075 69401575 
预审人员马晓宇:电话：10--69402007 转 819 (数次以所谓“涉嫌国家机密”的借口拒绝律师会见苏丹)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1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区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威、苏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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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4011 
序号：91 
姓名: 马燕 
职务: 副所长 (女) 
单位: 北京市顺义光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大东路 8 号 
邮编 101300    电话： 10-81491110   8149222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1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区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威、苏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08 

  
编号: 34012 
序号：92 
姓名: 刘建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顺义光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大东路 8 号 
邮编 101300    电话： 10-81491110   8149222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1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区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威、苏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08 

  
编号: 34013 
序号：93 
姓名: 张晓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顺义光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大东路 8 号 
邮编 101300    电话： 10-81491110   8149222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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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1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区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威、苏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08 

  
编号: 34014 
序号：94 
姓名: 郭希望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顺义光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大东路 8 号 
邮编 101300    电话： 10-81491110   8149222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1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区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威、苏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08 

  
编号: 34015 
序号：95 
姓名: 谭志刚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顺义光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大东路 8 号 
邮编 101300    电话： 10-81491110   8149222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1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区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威、苏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08 

  
编号: 34016 
序号：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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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杜敬斌 
职务: 四大队大队长 
单位: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魏永路 12 号 
邮编：102609  电话：10-60277013   传真：10-6027964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1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区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威、苏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08 

  
编号: 34017 
序号：97 
姓名: 樊永华 
职务: 普通劳教人员 
单位: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魏永路 12 号 
邮编：102609  电话：10-60277013   传真：10-6027964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1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区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威、苏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008 

  
编号: 35248 
序号：98 
姓名: 臧玉成 
职务: 警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西三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 花园三里 75 号 邮编：100085 
电话：10-62930790 办公电话:10-82903511 咨询服务:10-82903511 
网址:http://gaj.bjhd.gov.cn/ 
臧玉成: 手机 139111974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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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3 of 91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24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三旗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承勇、方云宝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219 

  
编号: 35249 
序号：99 
姓名: 张武鹏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海淀西三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 花园三里 75 号 邮编：100085 
电话：10-62930790 办公电话:10-82903511 咨询服务:10-82903511 
网址:http://gaj.bjhd.gov.cn/ 
武鹏: 手机 1380131029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24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三旗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承勇、方云宝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219 

  
编号: 35250 
序号：100 
姓名: 赵思程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海淀西三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 花园三里 75 号 邮编：100085 
电话：10-62930790 办公电话:10-82903511 咨询服务:10-82903511 
网址:http://gaj.bjhd.gov.cn/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25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三旗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承勇、方云宝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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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5251 
序号：101 
姓名: 许渤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 温泉路 25 号  邮编：100194 
电话：  010-82587030  010-62400850  接待室 010-835873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25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三旗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承勇、方云宝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219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00 

  
编号: 35801 
序号：102 
姓名: 刘鸿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17 号  邮编：100080 
电话：010-62523618 
书记刘鸿（女，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兼党校校长、区行政学院院长）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0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00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编号: 35802 
序号：103 
姓名: 米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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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人民政府）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17 号 4 号楼  邮编：100080 
电话：（区政法委）010-62523618 转 区 610 办  （区人民政府）010-82612345   010-62523173 
区“610 办”主任米石福：010-62523618 转  010-82612345  010-62523173 转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0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00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编号: 35803 
序号：104 
姓名: 张瑞保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10 号  邮编：100080 
电话：010-82669990  010-82669930  010-8266999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0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00 

  
编号: 35804 
序号：105 
姓名: 于杰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 温泉路 25 号  邮编：100194 
电话：  010-82587030  010-62400850  接待室 010-835873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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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0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00 

  
编号: 35805 
序号：106 
姓名: 李杰 (2)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海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 温泉路 25 号  邮编：100194 
电话：  010-82587030  010-62400850  接待室 010-835873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0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00 

  
编号: 35829 
序号：107 
姓名: 张思洋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 中滩村 387 号  邮编：102218 
电话：010-84811952  010-84811950  010-84811951  010-6911438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2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明霞、阎峰、蔺福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28 

  
编号: 35830 
序号：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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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森林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 501 号  邮编：100121 
电话：010-87395170  010-87395162  010-8739515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3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明霞、阎峰、蔺福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28 

  
编号: 35831 
序号：109 
姓名: 朱小丽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天堂河 魏永路 12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7013、60278899 转 5819（管教科，查人），转 6139 （申请所外执行）， 
60278383， 60279500， 60279755  传真 010-60279648  四大队 010-60278899 转 5401 
所长朱小丽（朱晓丽）：1390115975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3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明霞、阎峰、蔺福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28 

  
编号: 35832 
序号：110 
姓名: 刘文松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 甲 1 号  邮编：100043 
电话：010-68873814  总机 010-68872992  局长办 010-88788111  传真 010-88788110 
国保警察刘文松：1333110952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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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3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明霞、阎峰、蔺福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28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跃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03 

  
编号: 35833 
序号：111 
姓名: 范永强 
职务: 管教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 温阳路 25 号（09 新迁）  邮编：100194 
电话：010-624008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3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明霞、阎峰、蔺福华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28 

  
编号: 37141 
序号：112 
姓名: 张星 
职务: 警长 (承办人)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松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亢山广场南侧 
邮编：102200   联系电话：10-89782718  89782649 
承办人张星:(警长) 电话：10-897827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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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7142 
序号：113 
姓名: 朱吉鹏 
职务: 承办人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 23 号 
邮编：102200  电话：10-69746910 
承办人朱吉鹏:（可能是书记员的电话）10-6071825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编号: 37143 
序号：114 
姓名: 卢尔平 
职务: 院长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西环南路 
邮编：102200  电话: 10- 80122122     举报电话：10-801222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编号: 37144 
序号：115 
姓名: 翟永峰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西环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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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102200  电话: 10- 80122122     举报电话：10-801222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编号: 37145 
序号：116 
姓名: 刘毅 
职务: 院长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西环南路 
邮编：102200  电话: 10- 80122122     举报电话：10-801222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编号: 37146 
序号：117 
姓名: 杨为东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西环南路 
邮编：102200  电话: 10- 80122122     举报电话：10-80122206             
审判长杨为东:电话: 10-80122260，手机：1391193291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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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编号: 37147 
序号：118 
姓名: 杜金星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西环南路 
邮编：102200  电话: 10- 80122122     举报电话：10-80122206             
书记员杜金星:电话: 10-8012226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编号: 37148 
序号：119 
姓名: 刘成 
职务: 恶意举报人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刘成(19 岁): 中国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兴隆街 23 号。邮编：10220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编号: 37149 
序号：120 
姓名: 郑佳兴 
职务: 恶意举报人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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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郑佳兴(18 岁）：中国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水厂路 235 号。邮编：10220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编号: 37150 
序号：121 
姓名: 孙帅 
职务: 恶意举报人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孙帅(19 岁）：中国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南大街 35 号。邮编：10220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5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编号: 37151 
序号：122 
姓名: 卢善 
职务: 预审副队长 
单位: 北京市昌平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曹庄村。 
邮编：102202. 电话：10-89798349  89798342               
接待电话：10-80193803 10-89797994       
预审科电话：10-89798347 
预审副队长卢善， 8979834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5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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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李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140 

  
编号: 37474 
序号：123 
姓名: 刘德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9 号  邮编：100006 
电话：（信访处）010-85222803  010-85223091  e-mail：110@bjgaj.gov.cn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74 
迫害案例:  

  
编号: 37651 
序号：124 
姓名: 马增友 
职务: 警察 (原任) 
单位: 北京市前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崇文区幸福大街 34 号 
邮编: 100061   电话：10-670220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5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石家庄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米晓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42 

  
编号: 37705 
序号：125 
姓名: 王秀芸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朝阳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常营西里甲 1 号 
邮政编码：100024  联系电话：10-65484780    晚间及节假日：10-654848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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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70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廊坊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91 

  
编号: 37706 
序号：126 
姓名: 杜建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朝阳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常营西里甲 1 号 
邮政编码：100024  联系电话：10-65484780    晚间及节假日：10-654848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70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廊坊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91 

  
编号: 37707 
序号：127 
姓名: 周常望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朝阳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常营西里甲 1 号 
邮政编码：100024  联系电话：10-65484780    晚间及节假日：10-654848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70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廊坊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91 

  
编号: 37708 
序号：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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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康建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朝阳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常营西里甲 1 号 
邮政编码：100024  联系电话：10-65484780    晚间及节假日：10-654848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70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廊坊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691 

  
编号: 37869 
序号：129 
姓名: 马春元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北京市大兴区兴政街 15 号  邮编：102600 
电话：（区委总机）010-69243711、010-69242412 转 610 或政法委 
区“610”主任马春元：1371600241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86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会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868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编号: 37870 
序号：130 
姓名: 李广林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北京市大兴区兴政街 15 号  邮编：102600 
电话：（区委总机）010-69243711、010-69242412 转 610 或政法委 
副主任李广林：1380106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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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87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会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868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995 

  
编号: 37871 
序号：131 
姓名: 李学军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各庄西村) 35 号  邮编：102609 
电话: （区公安局）办公室 010-69243071 01069234033  （区国保）010-69232919 
国保大队队长李学军：13911836718  010-6923291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87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会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868 

  
编号: 37872 
序号：132 
姓名: 陆宝强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  原镇政府院内  邮编：102609 
电话: 01060275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87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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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会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868 

  
编号: 37873 
序号：133 
姓名: 李秀臣 
职务: 政委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  原镇政府院内  邮编：102609 
电话: 01060275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87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会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868 

  
编号: 38104 
序号：134 
姓名: 安胜军 
职务: 片警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 1 号  邮编：100043 
电话：010-68873077  值班所长 18810247367 
片警安胜军（男，40 多岁，负责八角北瑞安保）：1391183863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0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跃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103 

  
编号: 38557 
序号：135 
姓名: 郭金龙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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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北京市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 1 号（市委）  邮编：100006 
电话：（市委总机）010-6512111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编号: 38558 
序号：136 
姓名: 蔡燕森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东街  7 号  邮编：100054 
电话：010-8358081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编号: 38559 
序号：137 
姓名: 陈宏志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日坛北街 33 号  邮编：100020 
北京市朝阳区委电话：电话：010-65094288 
 E-mail：webmaster@bjchy.gov.cn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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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编号: 38560 
序号：138 
姓名: 顾晓园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文体路 2 号  邮编：100071 
电话：010-63817024  区府便民电话 010-8381234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6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编号: 38561 
序号：139 
姓名: 于长辉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文体路 2 号  邮编：100071 
电话：010-63817024  区府便民电话 010-8381234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6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编号: 38562 
序号：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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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付文齐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北京市大兴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大兴区天堂河魏永路 12 号 
邮编：102609 
总机电话：010—60278899 传真：010-60279648 
管理科电话：010-60273013，60279648、6027-8899 转 5819 
教育科电话：010-60278899 转 580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6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56 

  
编号: 38635 
序号：141 
姓名: 张志 
职务: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CCTV-焦点访谈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35 
迫害案例:  

  
编号: 38638 
序号：142 
姓名: 张力 
职务:  
单位: 北京青年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青年报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东里 23 号院 A 栋 
邮政编码：100026 
电话：010-65902480 (0106590248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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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61 of 91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38 
迫害案例:  

  
编号: 38639 
序号：143 
姓名: 张颖 
职务:  
单位: 北京青年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青年报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东里 23 号院 A 栋 
邮政编码：100026 
电话：010-65902480 (0106590248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39 
迫害案例:  

  
编号: 38640 
序号：144 
姓名: 陈滨 
职务: 记者 
单位: 北京晚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晚报 
邮政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编：100734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11 层 邮编：100734 
电话 010-56012025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40 
迫害案例:  

  
编号: 38642 
序号：145 
姓名: 孙明强 
职务: 导演 
单位: 孙明强工作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孙明强工作室联合摄制第一部反 x 教电影《花街》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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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42 
迫害案例:  

  
编号: 38643 
序号：146 
姓名: 杨昊 
职务:  
单位: 北京晚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晚报 
邮政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编：100734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11 层 邮编：100734 
电话 010-56012025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43 
迫害案例:  

  
编号: 38689 
序号：147 
姓名: 萧有茂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南大街 26 号院  邮编: 101400 
电话: (010)69642227 
区政法委书记萧有茂：办 010-6964465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8 

  
编号: 38690 
序号：148 
姓名: 糜柏杨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南大街 26 号院  邮编: 1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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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10)6964222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8 

  
编号: 38691 
序号：149 
姓名: 郑朝才 
职务: 原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南大街 26 号院  邮编: 101400 
电话: (010)6964222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8 

  
编号: 38692 
序号：150 
姓名: 徐晓龙 
职务: 党群副书记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镇政府）北京市怀柔区迎宾南路 9 号  邮编: 101400 
电话: 010-69644221 
镇党群副书记徐晓龙：1821071582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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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8 

  
编号: 38693 
序号：151 
姓名: 李凤霞 
职务: 镇“610”人员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镇政府）北京市怀柔区迎宾南路 9 号  邮编: 101400 
电话: 010-69644221 
镇“610”人员李凤霞：1364113209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8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28 

  
编号: 38694 
序号：152 
姓名: 王伟 
职务: 镇“610”人员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镇政府）北京市怀柔区迎宾南路 9 号  邮编: 101400 
电话: 010-6964422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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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695 
序号：153 
姓名: 徐淑明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怀柔镇大中富乐村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村民委员会）北京市怀柔镇大中富乐村  邮编: 101400 
电话: 010-69629274 
村委会主任徐淑明：1371653251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8 

  
编号: 38696 
序号：154 
姓名: 刘彭云 
职务: 负责人 
单位: 北京市怀柔镇大中富乐村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村民委员会）北京市怀柔镇大中富乐村  邮编: 101400 
电话: 010-69629274 
村委会负责人刘彭云：1324156775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8 

  
编号: 38697 
序号：155 
姓名: 刘利志 
职务: 负责人 
单位: 北京市怀柔镇大中富乐村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村民委员会）北京市怀柔镇大中富乐村  邮编: 101400 
电话: 010-69629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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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负责人刘利志：1352152679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8 

  
编号: 38698 
序号：156 
姓名: 杨建国 
职务: 国保支队队长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北京市怀柔区北大街 59 号  邮编: 101400 
电话: 010-89687609  传真 010-89687611 电子信箱 gaj@bjhr.gov.cn 
国保支队队长杨建国: 010-6962341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9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88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28 

  
编号: 38745 
序号：157 
姓名: 黄秀丽 
职务:  
单位: 京报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京报网 
http://www.bjd.com.cn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 邮编：10073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4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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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746 
序号：158 
姓名: 邹桂 
职务:  
单位: 京华时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京华时报 
http://www.jinghua.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前街 1 号百灵大厦《京华时报》 
邮编：100028 
新闻提供 电话:64629999 64656611 邮箱:jhsbxwxs@sohu.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46 
迫害案例:  

  
编号: 38954 
序号：159 
姓名: 张兆光 
职务: 院长 (原任) 
单位: 北京安贞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安贞医院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 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 010-64412431(总机) 
http://www.anzhen.org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95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安贞医院前院长张兆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807 

  
编号: 39372 
序号：160 
姓名: 李连喜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邮编：100022 
电话：6771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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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喜的手机电话；1391193475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7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6 

  
编号: 39373 
序号：161 
姓名: 赵志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邮编：100022 
电话：6771624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7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6 

  
编号: 39374 
序号：162 
姓名: 杨保利 
职务:  
单位: 北京大兴团河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大兴团河劳教所邮编：102614 
电话：管理科： （010）61292590 
北京团河劳教所（大兴县）监察科电话：010-61294581 
五大队大队长： 
杨保利，013601162163（手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37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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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宋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26 

  
编号: 39857 
序号：163 
姓名: 陈理 
职务: 校长 
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 (010) 6893327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5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6 

  
编号: 40019 
序号：164 
姓名: 李加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甲 2 号   
邮编：100026      
电话：85998195 
接待电话：65958855 转 3102  
投诉电话: 650210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1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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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0020 
序号：165 
姓名: 郝建丰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甲 2 号   
邮编：100026      
电话：85998195 
接待电话：65958855 转 3102  
投诉电话: 650210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2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3 

  
编号: 40021 
序号：166 
姓名: 孙翼鹏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甲 2 号   
邮编：100026      
电话：85998195 
接待电话：65958855 转 3102  
投诉电话: 650210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2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3 

  
编号: 40022 
序号：167 
姓名: 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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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甲 2 号   
邮编：100026      
电话：85998195 
接待电话：65958855 转 3102  
投诉电话: 650210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2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3 

  
编号: 40023 
序号：168 
姓名: 张生达 
职务: 律师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甲 2 号   
邮编：100026      
电话：85998195 
接待电话：65958855 转 3102  
投诉电话: 650210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2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3 

  
编号: 40024 
序号：169 
姓名: 刘大东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来广营村（爱家家居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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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100102 
电话：849136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2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3 

  
编号: 40025 
序号：170 
姓名: 刘爱一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来广营村（爱家家居后面） 
邮编: 100102 
电话：849136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2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3 

  
编号: 40026 
序号：171 
姓名: 皇经涛 
职务: 保安员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秀菊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2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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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0027 
序号：172 
姓名: 高克军 
职务: 副教导员 
单位: 山东省泰安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旧镇路 2 号泰安东监狱 
邮政编码: 271000 
电话: 0538-843202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27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2 

  
编号: 40077 
序号：173 
姓名: 张伟 (2)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 50 号  邮编 100036 
电话：010-88110680、88125030、88125043（传真）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77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本溪市威宁营教养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岳乃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9 

  
编号: 40078 
序号：174 
姓名: 王世勇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 50 号  邮编 100036 
电话：010-88110680、88125030、88125043（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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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78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本溪市威宁营教养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岳乃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9 

  
编号: 40079 
序号：175 
姓名: 马茂松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 50 号  邮编 100036 
电话：010-88110680、88125030、88125043（传真）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79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本溪市威宁营教养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岳乃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9 

  
编号: 40080 
序号：176 
姓名: 王海蛟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 50 号  邮编 100036 
电话：010-88110680、88125030、88125043（传真）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80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本溪市威宁营教养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岳乃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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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0081 
序号：177 
姓名: 王永明 
职务: 政委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 50 号  邮编 100036 
电话：010-88110680、88125030、88125043（传真）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081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本溪市威宁营教养院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岳乃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79 

  
编号: 40464 
序号：178 
姓名: 伦朝平 
职务: 党组书记、检察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西路 8 号 邮编：10008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6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山东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柳志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8 

  
编号: 40465 
序号：179 
姓名: 朱小芹 
职务: 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原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单位: 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淀区检察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西路 8 号 邮编：10008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6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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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山东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柳志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8 

  
编号: 40466 
序号：180 
姓名: 庄伟 
职务: 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公诉处的检察官、原海淀区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 
单位: 北京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淀区检察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西路 8 号 邮编：10008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6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山东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柳志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8 

  
编号: 40467 
序号：181 
姓名: 朱江 
职务: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院长、原海淀区法院院长 
单位: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6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山东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柳志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8 

  
编号: 40468 
序号：182 
姓名: 朱军 
职务: 刑一庭庭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12 号 邮编： 10008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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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6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山东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柳志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8 

  
编号: 40469 
序号：183 
姓名: 杨晓明 
职务: 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12 号 邮编： 10008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46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山东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柳志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8 

  
编号: 40996 
序号：184 
姓名: 张福长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政法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区政法委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兴政街 15 号  邮编：102600 
区委总机电话： 010-69243711、010-69242412 转 610 或政法委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99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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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0997 
序号：185 
姓名: 潘金鹏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公安分局采育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采育大街邮编：102606 
电话：010-8027134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99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995 

  
编号: 41387 
序号：186 
姓名: 王书合 
职务: 昌平区委副书记、昌平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昌平区委、昌平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昌平区政法委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 19 号 
邮编：102200    政法委电话:10-89741650 69746431 
610 办公室电话：10-69744163 89741539（24 小时）, 昌平区委副书记、昌平政法委书记王书合（主

管迫害法轮功）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8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80 

  
编号: 41388 
序号：187 
姓名: 任康丽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昌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政府街 19 号  邮编：102200 
电话： 010-69744163  010-89741539（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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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8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80 

  
编号: 41389 
序号：188 
姓名: 王振华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昌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政府街 19 号  邮编：102200 
电话： 010-69744163  010-89741539（24 小时）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38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80 

  
编号: 41829 
序号：189 
姓名: 肖有茂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南大街 26 号院  邮编：101400 
电话：（区政法委）010-69642227 
区政法委书记肖有茂：（区委办）010-6964465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2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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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1830 
序号：190 
姓名: 张明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北大街 59 号   邮编：101400 
电话：010-89687609  010-89687610  传真 010-89687611  电子信箱 gaj@bjhr.gov.cn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3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28 

  
编号: 41831 
序号：191 
姓名: 李树增 
职务: 政治处主任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北大街 59 号   邮编：101400 
电话：010-89687609  010-89687610  传真 010-89687611  电子信箱 gaj@bjhr.gov.cn 
政治处主任李树增：010-89687612  010-896876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3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28 

  
编号: 41832 
序号：192 
姓名: 徐小龙 
职务: 人员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北京市怀柔区南大街 26 号院  邮编：1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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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10-69642227 
区综治办徐小龙：1821071582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3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28 

  
编号: 41833 
序号：193 
姓名: 梁自合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邮编：101405 
电话：010-61631884 
所长梁自合：010-6163188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3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28 

  
编号: 41834 
序号：194 
姓名: 孟祥海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怀柔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大屯村（东）617 号  邮编：101400 
电话：010-61697850  看守所总机 010-61697828  传达室 010-89687601 转 53552  接待室 010-89687601
转 53564 
所长孟祥海：010-89687612  010-61697828 转所长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3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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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828 

  
编号: 42120 
序号：195 
姓名: 王聚成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政通路 16 号房山公安分局  
邮编：102488 
电话：：(010)81389117  (010)81389155 （国保支队值班电话） 
局长王聚成电话：  (010)81389101（办）、(010)84024121（宅） 手机：1380127449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20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刘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0 

  
编号: 42121 
序号：196 
姓名: 曹荣利 
职务: 副分局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政通路 16 号房山公安分局  
邮编：102488 
电话：：(010)81389117  (010)81389155 （国保支队值班电话） 
副分局长曹荣利 (主管迫害法轮功) 电话：(010)81389105、(010)89327871，（宅）：

(010)89392826、(010)89393816，   手机：1391088874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21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刘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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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83 of 91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编号: 42122 
序号：197 
姓名: 张景利 
职务: 政委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政通路 16 号房山公安分局  
邮编：102488 
电话：：(010)81389117  (010)81389155 （国保支队值班电话） 
政委张景利电话：  (010)81389102（办）、(010)68453358（宅）手机：139103833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22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刘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0 

  
编号: 42123 
序号：198 
姓名: 徐文良 
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政通路 16 号房山公安分局  
邮编：102488 
电话：：(010)81389117  (010)81389155 （国保支队值班电话） 
国保支队长徐文良电话：(010)81398156（办），(010)81388209（宅），1380124611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23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刘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0 

  
编号: 42124 
序号：199 
姓名: 刘文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大石窝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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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大石窝派出所   
邮编：102407    电话：(010)61323161 
所长刘文华电话：(010)61323670，(010)89353325， 手机： 1390137429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24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刘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0 

  
编号: 42125 
序号：200 
姓名: 于玉新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大石窝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大石窝派出所   
邮编：102407    电话：(010)61323161 
副所长于玉新  电话：(010)61323325、(010)89393069， 手机：138010837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25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刘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0 

  
编号: 42126 
序号：201 
姓名: 师永祥 
职务: 政委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大石窝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大石窝派出所   
邮编：102407    电话：(010)61323161 
政委师永祥    电话：(010)61323325、(010)89371251、 手机： 1391183702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2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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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刘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0 

  
编号: 42127 
序号：202 
姓名: 常冠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大石窝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大石窝派出所   
邮编：102407    电话：(010)61323161 
警察常冠华    手机：1340106802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27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刘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0 

  
编号: 42128 
序号：203 
姓名: 于万池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朝阳市劳动教养管理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朝阳市西大营子北山 朝阳市劳动教养管理所  
邮编：122004 
电话：0421-6658409、0421-3300856   
传真：0421-6658411/ 0421-3300239                                                                        
所长于万池电话：办 0421-6658400 ，0421-6658401 ；  宅 0421-2610612 ；手机 1338421770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128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刘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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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680 
序号：204 
姓名: 闫满成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综治办、市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电话： 6308850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80 
迫害案例:  

  
编号: 42681 
序号：205 
姓名: 李宁 
职务: 专职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81 
迫害案例:  

  
编号: 42682 
序号：206 
姓名: 谢晨杰 
职务: 协调督查处处长 
单位: 北京市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8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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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683 
序号：207 
姓名: 李鹤 
职务: 情报信息处处长 
单位: 北京市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83 
迫害案例:  

  
编号: 42684 
序号：208 
姓名: 沈卫 
职务: 情报信息处副处长 
单位: 北京市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84 
迫害案例:  

  
编号: 42685 
序号：209 
姓名: 董晓军 
职务: 协调督查处副处长 
单位: 北京市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8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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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686 
序号：210 
姓名: 张国荣 
职务: 协调督查处人员 
单位: 北京市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86 
迫害案例:  

  
编号: 42687 
序号：211 
姓名: 夏龙兴 
职务: 协调督查处人员 
单位: 北京市委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87 
迫害案例:  

  
编号: 42688 
序号：212 
姓名: 杨晓毅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610）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8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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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689 
序号：213 
姓名: 李曙光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610）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89 
迫害案例:  

  
编号: 42690 
序号：214 
姓名: 林兆波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610）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90 
迫害案例:  

  
编号: 42691 
序号：215 
姓名: 满恒元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610）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9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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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692 
序号：216 
姓名: 徐国金 
职务: 巡视员 
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610）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92 
迫害案例:  

  
编号: 42693 
序号：217 
姓名: 曹宏斌 
职务: 综合协调处处长 
单位: 北京市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93 
迫害案例:  

  
编号: 42694 
序号：218 
姓名: 宋晓燕 
职务: 涉外工作协调处处长 
单位: 北京市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9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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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695 
序号：219 
姓名: 王大波 
职务: 秘书处副处长 
单位: 北京市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95 
迫害案例:  

  
编号: 42696 
序号：220 
姓名: 房小荣 
职务: 综合协调处人员 
单位: 北京市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74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96 
迫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