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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编号: 11152 
序号：1 
姓名: 罗炤 
职务:  
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7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 
迫害案例:  

 对参与中国大陆媒体诬陷诽谤法轮功的单位及个人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7 

  
编号: 30256 
序号：2 
姓名: 阮虎生 
职务: 保卫处处长 
单位: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化学物理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中路 18 号 邮政编码：730000  
电话： 0931-496800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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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57 
序号：3 
姓名: 王春梅 
职务: 主任 
单位: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化学物理研究所退休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中路 18 号 邮政编码：730000  
电话： 0931-496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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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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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75 
序号：4 
姓名: 王文杰 
职务: 厂长 
单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7111 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长安路 198 号 邮编：611130 
（或温江区二号信箱）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7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益凡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74 

  
编号: 33576 
序号：5 
姓名: 赵林杰 
职务: 离岗管理部副书记 
单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7111 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长安路 198 号 邮编：611130 
（或温江区二号信箱）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7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益凡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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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3577 
序号：6 
姓名: 杨红浪 
职务: 保卫部 
单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7111 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长安路 198 号 邮编：611130 
（或温江区二号信箱） 
杨红浪 82792250 1398003626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7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益凡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74 

  
编号: 37456 
序号：7 
姓名: 王雷明 
职务: 总社记者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56 
迫害案例:  

  
编号: 37457 
序号：8 
姓名: 罗明 
职务: 副台长, 节目总监, 《焦点访谈》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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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57 
迫害案例:  

  
编号: 37458 
序号：9 
姓名: 张长明 
职务: 副台长, 《焦点访谈》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58 
迫害案例:  

  
编号: 37459 
序号：10 
姓名: 陈虻 
职务: 《焦点访谈》制片人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59 
迫害案例:  

  
编号: 37460 
序号：11 
姓名: 柏杨 
职务: 《焦点访谈》摄制组, 制片人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6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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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7461 
序号：12 
姓名: 余伟利 
职务: 《焦点访谈》编辑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61 
迫害案例:  

  
编号: 37462 
序号：13 
姓名: 钟实 
职务: 《焦点访谈》摄像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62 
迫害案例:  

  
编号: 37463 
序号：14 
姓名: 张雪峰 
职务: 《焦点访谈》摄像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63 
迫害案例:  

  
编号: 37464 
序号：15 
姓名: 孙宏 
职务: 《焦点访谈》节目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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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64 
迫害案例:  

  
编号: 37465 
序号：16 
姓名: 李长胜 
职务: 《焦点访谈》责任编辑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65 
迫害案例:  

  
编号: 37466 
序号：17 
姓名: 杜莲英 
职务: 《焦点访谈》技术制作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66 
迫害案例:  

  
编号: 37467 
序号：18 
姓名: 姬雨 
职务: 《焦点访谈》技术制作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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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67 
迫害案例:  

  
编号: 37468 
序号：19 
姓名: 马玉燕 
职务: 《焦点访谈》技术制作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68 
迫害案例:  

  
编号: 37469 
序号：20 
姓名: 陈浩海 
职务: 《焦点访谈》技术制作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69 
迫害案例:  

  
编号: 37470 
序号：21 
姓名: 杨涛洲 
职务: 《焦点访谈》合成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7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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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7471 
序号：22 
姓名: 肖静 
职务: 《焦点访谈》合成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71 
迫害案例:  

  
编号: 37472 
序号：23 
姓名: 李挺 
职务: 《焦点访谈》监制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72 
迫害案例:  

  
编号: 37473 
序号：24 
姓名: 张宝安 
职务: 《焦点访谈》监制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473 
迫害案例:  

  
编号: 37567 
序号：25 
姓名: 胡晓峰 
职务: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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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中航机电系统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19 号楼 D 座。邮编：10002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56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德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566 

  
编号: 37568 
序号：26 
姓名: 王坚 
职务: 总经理 
单位: 中航机电系统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19 号楼 D 座。邮编：10002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56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德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566 

  
编号: 37569 
序号：27 
姓名: 王学柏 
职务: 人力资源部 
单位: 中航机电系统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19 号楼 D 座。邮编：100028 
人力资源部王学柏:手机：13810529868 电话：10-58354908  传真:10-5835480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56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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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德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7566 

  
编号: 38563 
序号：28 
姓名: 史峻峰 
职务:  
单位: 中新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news.com 
中国新闻社吉林分社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卫星路银河家园 51 栋 103 号 A-C 层(邮编：130033)1 
电话:0431-84686891 
http://www.jl.chinanews.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63 
迫害案例:  

  
编号: 38564 
序号：29 
姓名: 潘旭临 
职务:  
单位: 中新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news.com 
中新网办公地址和总机电话 
地址：北京百万庄南街 12 号中国新闻社 3 层 
邮编：100037 
电话：010-87826688 
传真：010-68327649 
编辑部 Email：gaojian@chinanews.com.cn 
电话：15699788000 
传真：010-68327649 
 
中国新闻社吉林分社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卫星路银河家园 51 栋 103 号 A-C 层(邮编：130033)1 
电话:0431-84686891 
http://www.jl.chinanews.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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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64 
迫害案例:  

  
编号: 38565 
序号：30 
姓名: 戴亚平 
职务: 长春记者 
单位: 中新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news.com 
中国新闻社吉林分社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卫星路银河家园 51 栋 103 号 A-C 层(邮编：130033)1 
电话:0431-84686891 
http://www.jl.chinanews.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65 
迫害案例:  

  
编号: 38566 
序号：31 
姓名: 李海菊 
职务:  
单位: 中新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news.com 
中新网办公地址和总机电话 
地址：北京百万庄南街 12 号中国新闻社 3 层 
邮编：100037 
电话：010-87826688 
传真：010-68327649 
编辑部 Email：gaojian@chinanews.com.cn 
电话：15699788000 
传真：010-68327649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66 
迫害案例:  

  
编号: 38567 
序号：32 
姓名: 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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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of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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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单位: 中新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news.com 
中新网办公地址和总机电话 
地址：北京百万庄南街 12 号中国新闻社 3 层 
邮编：100037 
电话：010-87826688 
传真：010-68327649 
编辑部 Email：gaojian@chinanews.com.cn 
电话：15699788000 
传真：010-68327649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67 
迫害案例:  

  
编号: 38568 
序号：33 
姓名: 张量 
职务:  
单位: 中新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news.com 
中新网办公地址和总机电话 
地址：北京百万庄南街 12 号中国新闻社 3 层 
邮编：100037 
电话：010-87826688 
传真：010-68327649 
编辑部 Email：gaojian@chinanews.com.cn 
电话：15699788000 
传真：010-68327649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68 
迫害案例:  

  
编号: 38569 
序号：34 
姓名: 黄少华 
职务:  
单位: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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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news.com 
中新网办公地址和总机电话 
地址：北京百万庄南街 12 号中国新闻社 3 层 
邮编：100037 
电话：010-87826688 
传真：010-68327649 
编辑部 Email：gaojian@chinanews.com.cn 
电话：15699788000 
传真：010-68327649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69 
迫害案例:  

  
编号: 38570 
序号：35 
姓名: 秦月明 
职务:  
单位: 中新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news.com 
中新网办公地址和总机电话 
地址：北京百万庄南街 12 号中国新闻社 3 层 
邮编：100037 
电话：010-87826688 
传真：010-68327649 
编辑部 Email：gaojian@chinanews.com.cn 
电话：15699788000 
传真：010-68327649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70 
迫害案例:  

  
编号: 38571 
序号：36 
姓名: 关向东 
职务:  
单位: 中新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news.com 
中新网办公地址和总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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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百万庄南街 12 号中国新闻社 3 层 
邮编：100037 
电话：010-87826688 
传真：010-68327649 
编辑部 Email：gaojian@chinanews.com.cn 
电话：15699788000 
传真：010-68327649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71 
迫害案例:  

  
编号: 38572 
序号：37 
姓名: 李达业 
职务:  
单位: 中新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news.com 
中新网办公地址和总机电话 
地址：北京百万庄南街 12 号中国新闻社 3 层 
邮编：100037 
电话：010-87826688 
传真：010-68327649 
编辑部 Email：gaojian@chinanews.com.cn 
电话：15699788000 
传真：010-68327649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72 
迫害案例:  

  
编号: 38573 
序号：38 
姓名: 甄雪原 
职务:  
单位: 中新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news.com 
中新网办公地址和总机电话 
地址：北京百万庄南街 12 号中国新闻社 3 层 
邮编：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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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7826688 
传真：010-68327649 
编辑部 Email：gaojian@chinanews.com.cn 
电话：15699788000 
传真：010-68327649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73 
迫害案例:  

  
编号: 38574 
序号：39 
姓名: 孔泉 
职务: 外交部发言人 
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74 
迫害案例:  

  
编号: 38575 
序号：40 
姓名: 刘雨生 
职务:  
单位: 中新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news.com 
中新网办公地址和总机电话 
地址：北京百万庄南街 12 号中国新闻社 3 层 
邮编：100037 
电话：010-87826688 
传真：010-68327649 
编辑部 Email：gaojian@chinanews.com.cn 
电话：15699788000 
传真：010-68327649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7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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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576 
序号：41 
姓名: 晓丁 
职务:  
单位: 中国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hina.com.cn 
中国网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9 号中国外文大厦 B 座 6 层  邮编 100089 
电话总机：   86-010-88828000 
传真：     86-010-88828197 
广告服务：   86-010-88825964 
版权法务：   86-010-88828197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76 
迫害案例:  

  
编号: 38577 
序号：42 
姓名: 孙玉玺 
职务: 外交部发言人 
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77 
迫害案例:  

  
编号: 38578 
序号：43 
姓名: 杜莉 
职务:  
单位: 中国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http://www.chinadaily.com.cn 
国际部门联系方式：电话：0086-(0)10-84883541 邮箱：zwgj@chinadaily.com.cn 
国内部门联系方式：电话：0086-(0)10-8488349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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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78 
迫害案例:  

  
编号: 38579 
序号：44 
姓名: 安正法 
职务:  
单位: 中国青年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 
联系:  http://www.cyol.net/link/link-index.ht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79 
迫害案例:  

  
编号: 38580 
序号：45 
姓名: 郑号 
职务:  
单位: 中国青年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 
联系:  http://www.cyol.net/link/link-index.ht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80 
迫害案例:  

  
编号: 38581 
序号：46 
姓名: 陈娉舒 
职务:  
单位: 中国青年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 
联系:  http://www.cyol.net/link/link-index.ht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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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81 
迫害案例:  

  
编号: 38582 
序号：47 
姓名: 殷红 
职务:  
单位: 中国青年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 
联系:  http://www.cyol.net/link/link-index.ht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8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83 
序号：48 
姓名: 张永晶 
职务:  
单位: 中国气象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www.zgqxb.com.cn 
中国气象报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46 号 
邮政编码：100081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8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84 
序号：49 
姓名: 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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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单位: 中国经济时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经济时报 
http://www.cet.com.cn 
联系电话：（010）81785256 投稿邮箱:cesnew@163.com wlzx@cet.com.cn 
中国经济时报社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平西府王府街 
邮政编码：102209 
电话：(010)81785188(总机) (010)81785188-5100(编辑部) (010)81785186(广告部) (010)81785178(发行

部) 
传真：(010)81785121 电邮：info@cet.com.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8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87 
序号：50 
姓名: 杜峻晓 
职务: (银川)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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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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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8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88 
序号：51 
姓名: 刘亮明 
职务: (拉萨)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8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89 
序号：52 
姓名: 李忠春 
职务: (长春) 
单位: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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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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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8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90 
序号：53 
姓名: 江山 
职务: (长春)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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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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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9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91 
序号：54 
姓名: 姚有为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9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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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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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592 
序号：55 
姓名: 王珏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9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93 
序号：56 
姓名: 李贵明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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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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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9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94 
序号：57 
姓名: 汪本学 
职务: （大连个体商）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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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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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9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95 
序号：58 
姓名: 任毓骏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9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96 
序号：59 
姓名: 王京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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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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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9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97 
序号：60 
姓名: 宋丽云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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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of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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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9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598 
序号：61 
姓名: 王倩倩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9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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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of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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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99 
序号：62 
姓名: 叶选平 
职务: 全国政协副主席 
单位: 人民网, 全国政协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59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00 
序号：63 
姓名: 刘光金 
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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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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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0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01 
序号：64 
姓名: 许德田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华东经营中心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0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02 
序号：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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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贝聿嘉 
职务: 全国政协委员 
单位: 人民网, 全国政协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0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03 
序号：66 
姓名: 孙锡培 
职务: 宗教界委员 
单位: 人民网, 全国政协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0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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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604 
序号：67 
姓名: 潘健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0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05 
序号：68 
姓名: 刘文甲 
职务: (民盟政协委员)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0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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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06 
序号：69 
姓名: 孙海峰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0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07 
序号：70 
姓名: 舒震宏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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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0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08 
序号：71 
姓名: 史江民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0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09 
序号：72 
姓名: 朱梦魁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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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0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10 
序号：73 
姓名: 崔士鑫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1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11 
序号：74 
姓名: 郑少忠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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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1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12 
序号：75 
姓名: 张敬波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1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13 
序号：76 
姓名: 博翁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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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1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14 
序号：77 
姓名: 张德文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1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15 
序号：78 
姓名: 米阿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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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1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16 
序号：79 
姓名: 吴坤胜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1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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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617 
序号：80 
姓名: 杨讴 
职务:  
单位: 人民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1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18 
序号：81 
姓名: 甲申午 
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1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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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19 
序号：82 
姓名: 胡果 
职务: 记者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1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20 
序号：83 
姓名: 张贺 
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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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2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21 
序号：84 
姓名: 卫庶 
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2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22 
序号：85 
姓名: 张虎生 
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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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2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23 
序号：86 
姓名: 张筱琪 
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2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24 
序号：87 
姓名: 王比学 
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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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2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25 
序号：88 
姓名: 陈文 
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2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26 
序号：89 
姓名: 成文 
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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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2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27 
序号：90 
姓名: 古平 
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2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28 
序号：91 
姓名: 胡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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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2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29 
序号：92 
姓名: 倪光辉 
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2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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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630 
序号：93 
姓名: 李林 
职务: 人民日报海外版 台北电记者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3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31 
序号：94 
姓名: 杨丽珠 
职务: 《东方时空》 
单位: CCTV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ntv.cn 
CCTV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 11 号中央电视台 
邮编：100859 
webmaster@cctv.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3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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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632 
序号：95 
姓名: 黄夏年 
职务: 《焦点访谈》 
单位: CCTV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ntv.cn 
CCTV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 11 号中央电视台 
邮编：100859 
webmaster@cctv.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3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33 
序号：96 
姓名: 敬一丹 
职务: 《焦点访谈》 
单位: CCTV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ntv.cn 
CCTV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 11 号中央电视台 
邮编：100859 
webmaster@cctv.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3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34 
序号：97 
姓名: 方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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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焦点访谈》 
单位: CCTV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cntv.cn 
CCTV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 11 号中央电视台 
邮编：100859 
webmaster@cctv.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3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51 
序号：98 
姓名: 刘建 
职务:  
单位: 法制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法制日报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甲一号,  邮编 100102 
联系电话：18601121360 
电子邮件：foxxwj@163.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5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52 
序号：99 
姓名: 梁国栋 
职务:  
单位: 法制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法制日报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甲一号,  邮编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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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8601121360 
电子邮件：foxxwj@163.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5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53 
序号：100 
姓名: 张香云 
职务:  
单位: 法制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法制日报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甲一号,  邮编 100102 
联系电话：18601121360 
电子邮件：foxxwj@163.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5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54 
序号：101 
姓名: 袁成本 
职务: 记者 
单位: 法制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法制日报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甲一号,  邮编 100102 
联系电话：18601121360 
电子邮件：foxxwj@163.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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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5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59 
序号：102 
姓名: 庆方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5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60 
序号：103 
姓名: 田方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6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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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661 
序号：104 
姓名: 黎广铭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6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62 
序号：105 
姓名: 穆方顺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6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63 
序号：106 
姓名: 王光荣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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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6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64 
序号：107 
姓名: 曾志雄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6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65 
序号：108 
姓名: 郭丽君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6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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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66 
序号：109 
姓名: 李海秀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6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667 
序号：110 
姓名: 徐维华 
职务: (全国妇联调研员)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66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733 
序号：111 
姓名: 周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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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单位: 环球时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环球时报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内 
邮编:100026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3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736 
序号：112 
姓名: 康福林 
职务:  
单位: 解放军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报社 
通信地址：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解放军报社编辑部 
邮编: 10083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3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737 
序号：113 
姓名: 唐水福 
职务:  
单位: 解放军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报社 
通信地址：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解放军报社编辑部 
邮编: 10083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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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3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738 
序号：114 
姓名: 张和芸 
职务:  
单位: 解放军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报社 
通信地址：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解放军报社编辑部 
邮编: 10083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3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739 
序号：115 
姓名: 岳双喜 
职务:  
单位: 解放军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报社 
通信地址：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解放军报社编辑部 
邮编: 10083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3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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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740 
序号：116 
姓名: 张建军 
职务:  
单位: 解放军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报社 
通信地址：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解放军报社编辑部 
邮编: 10083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4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741 
序号：117 
姓名: 王强 
职务: (天安门武警原三中队六班长) 
单位: 解放军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报社 
通信地址：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解放军报社编辑部 
邮编: 10083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4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742 
序号：118 
姓名: 商建国 
职务: (天安门武警原三中队六班长) 
单位: 解放军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报社 
通信地址：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解放军报社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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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10083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4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743 
序号：119 
姓名: 黄勤信 
职务: (天安门武警原三中队六班长) 
单位: 解放军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报社 
通信地址：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解放军报社编辑部 
邮编: 10083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4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38744 
序号：120 
姓名: 陈斌 
职务: (天安门武警原三中队六班长) 
单位: 解放军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报社 
通信地址：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解放军报社编辑部 
邮编: 10083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874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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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45 
序号：121 
姓名: 刘金国 
职务: 610 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 
单位: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中央维稳办机关  区号：010  邮编：100741 
地址：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副主任室 66264702 
值班室 66264699 
公安部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4 号 
邮编：100741  电话   010-6520211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4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46 
序号：122 
姓名: 王乐泉 
职务: 副组长 
单位: 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4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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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647 
序号：123 
姓名: 孟建柱 
职务: 副组长、政法委书记 
单位: 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4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48 
序号：124 
姓名: 曹建明 
职务: 成员 
单位: 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4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49 
序号：125 
姓名: 高以忱 
职务: 常务副主任，时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单位: 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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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4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50 
序号：126 
姓名: 徐海斌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5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51 
序号：127 
姓名: 王晓翔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5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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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52 
序号：128 
姓名: 刘振华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5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53 
序号：129 
姓名: 王体先 
职务: 秘书局局长（团中央常务委员，团中央青工部部长） 
单位: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王体先  秘书局局长（团中央常务委员，团中央青工部部长。四川南江县人）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5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54 
序号：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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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晓东 
职务: 一局副局长, 现任中央防范办二局副局长 
单位: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5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55 
序号：131 
姓名: 李延华 
职务: 一局处长 
单位: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5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56 
序号：132 
姓名: 陈智敏 
职务: 办公室副主任 (公安部副部长) 
单位: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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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5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57 
序号：133 
姓名: 狄珊 
职务: 副主任 (协调督办室主任) 
单位: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5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58 
序号：134 
姓名: 邵宏伟 
职务: 二局（教育转化局）局长 
单位: 中央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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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of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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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5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59 
序号：135 
姓名: 贾利军 
职务: 二局（教育转化局）副局长 
单位: 中央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5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60 
序号：136 
姓名: 高晓东 
职务: 二局（教育转化局）副局长 
单位: 中央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二局（教育转化局）副局长     高晓东（女）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6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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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661 
序号：137 
姓名: 荆辉 
职务: 二局（教育转化局）处长 
单位: 中央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6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62 
序号：138 
姓名: 杨滇利 
职务: 机关党委副书记 
单位: 中央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6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63 
序号：139 
姓名: 宋全中 
职务: 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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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中央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6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64 
序号：140 
姓名: 陈忠民 
职务: 副巡视员 
单位: 中央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6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65 
序号：141 
姓名: 史建国 
职务:  
单位: 中央“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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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6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66 
序号：142 
姓名: 夏诚华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中央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6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67 
序号：143 
姓名: 马军 
职务: 调研室副主任 
单位: 中央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调研室副主任马军 电话  6626470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6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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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68 
序号：144 
姓名: 于复苓 
职务: 协调督办室副主任 
单位: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6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69 
序号：145 
姓名: 孙芃 
职务: 协调督办室副主任 
单位: 中央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6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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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670 
序号：146 
姓名: 李居鹏 
职务: 巡视员 
单位: 中央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7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71 
序号：147 
姓名: 孔祥涛 
职务: 研究室主任 
单位: 中央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7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72 
序号：148 
姓名: 郭馨 
职务: 调研室副主任 
单位: 中央维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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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7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73 
序号：149 
姓名: 韩凌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中央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7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74 
序号：150 
姓名: 杨焕宁 
职务: 主任 (公安部副部长) 
单位: 中央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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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7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75 
序号：151 
姓名: 孙庆辉 
职务: 协调督办室副主任 
单位: 中央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7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76 
序号：152 
姓名: 刘志刚 
职务: 调研室副主任 
单位: 中央维稳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7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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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77 
序号：153 
姓名: 陆志谦 
职务: 副主任 (兼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 
单位: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7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编号: 42678 
序号：154 
姓名: 王学军 
职务: 成员 
单位: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7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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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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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2679 
序号：155 
姓名: 陈训秋 
职务: 政法委副秘书长兼综治办主任 
单位: 中央政法委, 中央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中央政法委  
邮编：100006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267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