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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 
 
编号: 26941 
序号：1 
姓名: 宗洪峰 
职务: 警察 
单位: 河北省沧州地区泊头市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94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泊头市公安局和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水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 

  
编号: 27198 
序号：2 
姓名: 梁玉恒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河北省泊头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沧州市泊头市裕华中路 6 号 
电话：0317-8229736, 8186470, 国保大队办公室: 0317-5566152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19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泊头市公安局和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水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 

 追查河北省沧州市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71 

  
编号: 28222 
序号：3 
姓名: 李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国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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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国安局 邮编：404000 
李华，副局长，023－58962218（办）023－58963258（宅）1390837236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2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编号: 28225 
序号：4 
姓名: 文子荣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黑龙江路 252 号 邮编：404000 
电话：万州区看守所：（023）58371300 
万州区国安大队队长文子荣： 手机 13320300916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2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编号: 28422 
序号：5 
姓名: 岳永模 
职务: 队长 
单位: 四川省阆中市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阆中市公安局地址: 南充市阆中市张飞北路拥军街 5 号 邮编:637400 
公安局: 817-6236751, 值班室：817- 6222535，817-6222534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2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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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阆中市和南充市西山“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0 

  
编号: 28423 
序号：6 
姓名: 李正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阆中市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阆中市公安局地址: 南充市阆中市张飞北路拥军街 5 号 邮编:637400 
公安局: 817-6236751, 值班室：817- 6222535，817-6222534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2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阆中市和南充市西山“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0 

  
编号: 28424 
序号：7 
姓名: 王小波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阆中市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阆中市公安局地址: 南充市阆中市张飞北路拥军街 5 号 邮编:637400 
公安局: 817-6236751, 值班室：817- 6222535，817-6222534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2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阆中市和南充市西山“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0 

  
编号: 28454 
序号：8 
姓名: 刘森朝 
职务: 国安队长 
单位: 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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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凤岭街-   邮编：614400 
电话：公安局 0833-4251161 
犍为国保大队： 办 409252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5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余发全、钟俊芳、陈保琼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6 

  
编号: 30068 
序号：9 
姓名: 付玉奎 
职务: 国安科科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九龙南路 111 号 
邮编:745000 
电话:  西峰区公安局总机号码（0934）-8213352 
西峰区公安局：办公室 8213352 8213354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6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寇创金、李瑞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54 

  
编号: 30090 
序号：10 
姓名: 高玄日 
职务: 警察 
单位: 吉林省磐石市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公安局地址：磐石市盘石大街 118 号 邮编 13230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9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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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磐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岩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41 

  
编号: 30240 
序号：11 
姓名: 赵南华 
职务: 国安保卫处处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武汉市汉口发展大道 188 号 
电话︰027-85396400 文保分局 8539711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4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22 

  
编号: 30354 
序号：12 
姓名: 彭仁武 
职务: 队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公安分局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 君山大道 郵編：41400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5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冷雪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3 

  
编号: 30355 
序号：13 
姓名: 余至和 
职务: 警察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公安分局国安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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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 君山大道 郵編：41400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35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冷雪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3 

  
编号: 30436 
序号：14 
姓名: 汪家伟 
职务: 局长 
单位: 吉林省延边州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436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延边州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朴贵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59 

  
编号: 30829 
序号：15 
姓名: 刘伟宏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广东省增城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增城市荔城和平路 29 号 邮编：511300 
增城公安局，电话：020-82744442、82752200 转 3010 
刘伟宏：1390233118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29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增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单锦成的责任人王建莱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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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0830 
序号：16 
姓名: 温醒群 
职务: 国安大队教导员 
单位: 广东省增城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增城市荔城和平路 29 号 邮编：511300 
增城公安局，电话：020-82744442、82752200 转 3010 
温醒群：1380928837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830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增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单锦成的责任人王建莱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3 

  
编号: 31951 
序号：17 
姓名: 高志强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华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广华大道一段 285 号            邮编:638650 
电话: 高志强 4827406-2015（办公室） 13308289818（手机） 4808979（小灵通） 
公安局电话：（0826）4827406、（0826）4827882  
传真：（0826）4827406－2012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5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46 

 追查四川省华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云祝、李术银夫妇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00 

  
编号: 31977 
序号：18 
姓名: 蒋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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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安科科长 
单位: 黑龙江省通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安科科长 蒋建东  电话 0451－57426298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77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通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怀安、池清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0 

  
编号: 31978 
序号：19 
姓名: 李力伟 
职务: 国安科 
单位: 黑龙江省通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安科 李力伟 宅电 0451--57422728 单电 0451--57427137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78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通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怀安、池清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0 

  
编号: 32275 
序号：20 
姓名: 黄小兵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春晖路 邮编：646600 
电话：0830-258911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275 
迫害案例:  

 追查泸州市龙马潭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黎忠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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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2276 
序号：21 
姓名: 刘盛伟 
职务: 国安片警 
单位: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春晖路 邮编：646600 
电话：0830-258911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276 
迫害案例:  

 追查泸州市龙马潭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黎忠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27 

  
编号: 32350 
序号：22 
姓名: 曹宪斌 (2) 
职务: 局长 
单位: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沿江路 211 号  邮编：154002 
电话：0454-8440364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50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项晓波、崔秀云、任淑贤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345 

  
编号: 32906 
序号：23 
姓名: 胡勇 
职务: 国安大队副队长 
单位: 四川省华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广华大道一段 285 号  邮编：638600 
电话：0826-4828401  0826-4827882  传真 0826-4827406  国安大队 0826-48274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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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0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华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云祝、李术银夫妇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00 

  
编号: 32915 
序号：24 
姓名: 侯文萍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城北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分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幸福街 6 号  邮编：638000 
电话：（市公安分局）0826-2222816  （国安大队）办公室 0826-2248163  0826-2248138  0826-
6228885  0826-2332464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1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华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云祝、李术银夫妇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00 

  
编号: 32916 
序号：25 
姓名: 曾斌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城北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分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幸福街 6 号  邮编：638000 
电话：（市公安分局）0826-2222816  （国安大队）办公室 0826-2248163  0826-2248138  0826-
6228885  0826-2332464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1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华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云祝、李术银夫妇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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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2917 
序号：26 
姓名: 李秋云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城北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分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幸福街 6 号  邮编：638000 
电话：（市公安分局）0826-2222816  （国安大队）办公室 0826-2248163  0826-2248138  0826-
6228885  0826-2332464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1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华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云祝、李术银夫妇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00 

  
编号: 33081 
序号：27 
姓名: 杨佐平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苍溪县国安大队(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70 号) 邮编
628400 
电话：0839-5203035（办）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08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闫宗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4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玉贤、崔维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9 

  
编号: 33082 
序号：28 
姓名: 岳刚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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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四川省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苍溪县国安大队(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70 号) 邮编
628400 
电话：0839-5203035（办）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08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闫宗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4 

  
编号: 33128 
序号：29 
姓名: 吴育新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汨罗市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岳阳汨罗市建设中路汨罗市公安局 郵編：414400 
電話： 0730- 522233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12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兰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87 

  
编号: 33129 
序号：30 
姓名: 杨定球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汨罗市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岳阳汨罗市建设中路汨罗市公安局 郵編：414400 
電話： 0730- 522233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12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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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兰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87 

  
编号: 33207 
序号：31 
姓名: 廖永义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国安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China 四川省遂宁市６琼江路 邮编：629006 
电话：0825-8663566 
廖永义: 1398018811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20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秦正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77 

  
编号: 33208 
序号：32 
姓名: 刘勇 (3)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国安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China 四川省遂宁市６琼江路 邮编：629006 
电话：0825-8663566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20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秦正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77 

  
编号: 33230 
序号：33 
姓名: 肖玉光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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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赤峰市敖漢旗公安局 郵編：024300 
電話：0476- 4332711-341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230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吉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73 

  
编号: 33231 
序号：34 
姓名: 李凤军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赤峰市敖漢旗公安局 郵編：024300 
電話：0476- 4332711-341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231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吉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73 

  
编号: 33233 
序号：35 
姓名: 肖玉光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赤峰市敖漢旗公安局 郵編：024300 
電話：0476- 4332711-341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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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f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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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吉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73 

  
编号: 34207 
序号：36 
姓名: 姜凤英 
职务: 局长, 国内安全保卫支队队长 
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公安分局, 沈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沈阳市公安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 106 号  邮编 110002 
沈阳市公安局电话：024-2310583 总值班室 23105090 
沈阳市国保：024-25850233、2842260、24844574、24850789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207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沈阳市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齐向阳、宋庆志、丛亮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854 

 追查沈阳市大东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董怡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6 

  
编号: 34817 
序号：37 
姓名: 姚俊峰 
职务: 局长 
单位: 河南省开封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中山路中段 86 号 邮编：475000 
电话：0378－5958899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81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庞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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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4831 
序号：38 
姓名: 左世宏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湖北省洪湖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83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洪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慧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2 

  
编号: 34832 
序号：39 
姓名: 谢先辉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洪湖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83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洪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慧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42 

  
编号: 35765 
序号：40 
姓名: 温海泉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古塔北路 8 号。 
邮编：526040 
电话：758-2238413  2233291 
国安大队队长温海泉:手机：13929876626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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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65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53 

  
编号: 35772 
序号：41 
姓名: 李伟芬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广东省高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广东省高要市府前大街 15 号 。 
邮编：526100   
办公电话：758-8392267  传真：758-8388152 
国安大队队长李伟芬:住宅电话：758-8392818；手机：13902366818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7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53 

  
编号: 35773 
序号：42 
姓名: 梁丁 
职务: 国安大队副队长 
单位: 广东省高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广东省高要市府前大街 15 号 。 
邮编：526100   
办公电话：758-8392267  传真：758-8388152 
国安大队副队长梁丁:住宅电话：758-2852228；手机：1380285239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73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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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5836 
序号：43 
姓名: 韩玉堂 
职务: 局长 
单位: 辽宁省营口市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建设街    邮编:115000 
电话: 韩玉堂 15940786789 
营口市公安局电话：0417-265520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36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营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延达、矫桂珍、纪德光、乌时卫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34 

  
编号: 35899 
序号：44 
姓名: 谢功乡 
职务: 六科科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人民东路 35 号-11 号  邮编：423000 
电话：0735-2254606 办公室 0735-2885009  值班室 0735-2885384 
市国安局六科科长谢功乡：1397570102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9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波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98 

  
编号: 35904 
序号：45 
姓名: 陈刚 (3) 
职务: 警察（国安大队中队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七里大道 37 号  邮编：4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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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35-2162011 0735-2162013 
警察陈刚（国安大队中队长）：13973513279  宅 0735-232603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0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波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98 

  
编号: 36268 
序号：46 
姓名: 董文生 
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 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朝阳大街三段 56  邮编︰122000 
电话︰0421-2615615  市国保大队办 0421-3801039 
国保支队长董文生：0421-2927075 13634951230  0421-7196170  0421-3801039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68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朝阳市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李超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63 

  
编号: 36736 
序号：47 
姓名: 陈聃 
职务: 主任 （女） 
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 55 号（离伊藤洋华堂约四十米） 
邮编： 610041 
电话：028-87026001  028-87040076  028-87050539  028-87050478  028-87059639 028-87059687 
市国家安全局主任陈聃（女）：028-8702839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3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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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良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35 

  
编号: 36737 
序号：48 
姓名: 马瑕丽 
职务: 市政务中心 
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 55 号（离伊藤洋华堂约四十米） 
邮编： 610041 
电话：028-87026001  028-87040076  028-87050539  028-87050478  028-87059639 028-87059687 
市政务中心窗口马瑕丽：  028-8692480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3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良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735 

  
编号: 36826 
序号：49 
姓名: 黄授楷 
职务: 国安大队长（原任)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灵山县灵城镇和平路 35 号    邮编:535000 
钦州市公安局电话：0777-2859610 
国安大队办公室 电话： 0777—652957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6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远清的责任人滕开郑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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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827 
序号：50 
姓名: 宁艳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灵山县灵城镇和平路 35 号    邮编:535000 
钦州市公安局电话：0777-2859610 
国安大队办公室 电话： 0777—652957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7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远清的责任人滕开郑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3 

  
编号: 36828 
序号：51 
姓名: 方道扬 
职务: 国安大队教导员 
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灵山县灵城镇和平路 35 号    邮编:535000 
钦州市公安局电话：0777-2859610 
国安大队办公室 电话： 0777—6529570 
教导员方道扬 13084973328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8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远清的责任人滕开郑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3 

  
编号: 37000 
序号：52 
姓名: 管志华 
职务: 国安局局长 
单位: 河北省承德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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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承德市武烈路 9 号双桥区公安分局 邮编:067000，电话:314-
2037535， 管志华（国安局局长） 1333339800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00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佟多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6 

  
编号: 37005 
序号：53 
姓名: 任常智 
职务: 局长 
单位: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沿江路 211 号 
邮编：154000，电话： 454-8440364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005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秦月明、于云刚、刘传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5 

  
编号: 37325 
序号：54 
姓名: 王勇 
职务: 局长 
单位: 重庆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65 号 邮编︰401147 
电话︰023-6762363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32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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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7501 
序号：55 
姓名: 林少君 
职务: 局长 
单位: 黑龙江省大庆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大庆市公安局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纬二路 2 号  邮编：
163311 
电话：（0459）6371699 
值班室 0459-6363033 
传真 0459-618125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501 
迫害案例:  

 对大庆市委王志斌、盖如垠、李福民、曾玉康等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 

  
编号: 37903 
序号：56 
姓名: 赵勇 
职务: 国安科科长 
单位: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府前街 195 号  邮编：252000 
电话：0635-3282323 
国安科科长赵勇：13963012117  宅 0635-3285179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903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徐公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901 

  
编号: 37904 
序号：57 
姓名: 徐明库 
职务: 国安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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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府前街 195 号  邮编：252000 
电话：0635-3282323 
国安科副科长徐明库： 0635-3284498  13616389338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904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徐公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901 

  
编号: 37905 
序号：58 
姓名: 张建华 (1) 
职务: 国安科科员 
单位: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府前街 195 号  邮编：252000 
电话：0635-3282323 
国安科科员张建华：0635-3288079  15265558816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905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徐公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901 

  
编号: 38047 
序号：59 
姓名: 涂华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贵州省习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 府西路  邮编：564600 
电话: 办公室 0852-2520390 总机 0852-2520395 传真 0852-2520406  国保大队 0852-2527407  公安局总

机 0852-2520395 转 8079 
国安大队队长涂华: 18685226067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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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7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家莲、古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5 

  
编号: 38048 
序号：60 
姓名: 任家勇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贵州省习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 府西路  邮编：564600 
电话: 办公室 0852-2520390 总机 0852-2520395 传真 0852-2520406  国保大队 0852-2527407  公安局总

机 0852-2520395 转 8079 
国安警察任家勇: 15085059599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8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习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任家莲、古明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045 

  
编号: 39615 
序号：61 
姓名: 马林 
职务: 国安大队 
单位: 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西昌市健康路 89 号  邮编：615000 
电话：市局 0834-2178110  0834-2178019  0834-2164671-6807 
传真 0834-2178019 
国保大队 0834-2164671-6896 ；0834-3226878 
邮箱 p_xc_bg@gaj.lsz.sc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61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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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国安大队太刚毅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614 

  
编号: 39616 
序号：62 
姓名: 陈全胜 (2) 
职务: 国安大队 
单位: 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西昌市健康路 89 号  邮编：615000 
电话：市局 0834-2178110  0834-2178019  0834-2164671-6807 
传真 0834-2178019 
国保大队 0834-2164671-6896 ；0834-3226878 
邮箱 p_xc_bg@gaj.lsz.sc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61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国安大队太刚毅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614 

 追查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燕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54 

  
编号: 39669 
序号：63 
姓名: 廖汉斌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嘉禾县公安局地址:中国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珠小路 0735-6622418  
国安大队长廖汉斌 手机 13975539601 宅 6623502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66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雷井雄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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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9738 
序号：64 
姓名: 慕红伟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甘肃省镇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镇原县公安局  甘肃省镇原县城关镇中街 7 号      邮编 744500 
电话：0934-7121241（转）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73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镇原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田锁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05 

  
编号: 39811 
序号：65 
姓名: 张时茂 
职务: 国安警察 
单位: 重庆市潼南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潼南县梓潼镇正兴街 58 号潼南县公安局  邮编：402660   电话：023
－44551138 
潼南县国安大队电话： 办公室 023－44582011  023－
44582048                                                                      
国安警察张时茂电话：國保大隊教導員 023－ 87282048     023－44556219   13072396999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1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潼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8 

  
编号: 39812 
序号：66 
姓名: 周青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市潼南县太安镇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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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潼南县太安镇派出所  邮编：402660 电话：023—44310333 
警察（所长）周青电话： 办 023-44906960  宅 023-44552678  手 13883878999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981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潼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庆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98 

  
编号: 40194 
序号：67 
姓名: 黄荣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苍溪县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苍溪县国安大队(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70 号)  邮编
628400 
电话： 0839-5203035（办）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19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玉贤、崔维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69 

  
编号: 40679 
序号：68 
姓名: 严绍毅 
职务: 国安大队 
单位: 四川省邛崃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邛崃市公安局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文南路 496 号, 电话 028-8879122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67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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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邛崃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袁永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9 

  
编号: 41236 
序号：69 
姓名: 徐斌 
职务: 人员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金昌市建设路 
邮编: 737100 
(金昌市盘旋路金川区第一小学对面)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23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蒋世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2 

  
编号: 41237 
序号：70 
姓名: 梁波 
职务: 人员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金昌市建设路 
邮编: 737100 
(金昌市盘旋路金川区第一小学对面)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23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蒋世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2 

  
编号: 41630 
序号：71 
姓名: 李秀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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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安科长（原安全科科长）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朝歌路 36 号   邮编︰456750 
电话：0392-7233109  0392-7233118 
国安科长李秀成（原安全科科长）：0392-7666547  13839205066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63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崔树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625 

  
编号: 41668 
序号：72 
姓名: 项径兴 
职务: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668 
迫害案例:  

 追查武汉市东西湖区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曹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54 

  
编号: 42339 
序号：73 
姓名: 陈侃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南省娄底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娄底市贤童街 
邮编: 417000 
市国安局 值班电话 8328100 
国安局长 陈侃 13337381068 8328848（办电）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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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33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星区法院非法庭审九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9 

  
编号: 42444 
序号：74 
姓名: 董意志 
职务: 局长 
单位: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牡丹江市国家安全局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三条路 299 号 
邮编：157000 
电话： 
值班室： 0453－6424781 
办公室： 0453－6424390 
政治处： 0453－6416412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44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牡丹江市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6 

  
编号: 42445 
序号：75 
姓名: 王孟毅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牡丹江市国家安全局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三条路 299 号 
邮编：157000 
电话： 
值班室： 0453－6424781 
办公室： 0453－6424390 
政治处： 0453－6416412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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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45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牡丹江市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6 

  
编号: 42446 
序号：76 
姓名: 张建中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牡丹江市国家安全局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三条路 299 号 
邮编：157000 
电话： 
值班室： 0453－6424781 
办公室： 0453－6424390 
政治处： 0453－6416412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446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牡丹江市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