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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编号: 43688 
序号：1 
姓名: 郝爱冬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西津东路 488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666316;0931-2666316 
国保大队郝爱冬︰13399315063 1391933041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8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689 
序号：2 
姓名: 杨新春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西津东路 488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666316;0931-266631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8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690 
序号：3 
姓名: 赵保民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敦煌路 1076 号 邮编︰730050 
电话︰办公室 0931-23348680931-2334868 
总机 0931-23335320931-2333532 
区检察院检察长赵保民︰0931-23341900931-233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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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9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691 
序号：4 
姓名: 毛文波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敦煌路 1076 号 邮编︰730050 
电话︰办公室 0931-23348680931-2334868 
总机 0931-23335320931-233353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9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692 
序号：5 
姓名: 张贺林 
职务: 院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小西湖东街 95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6600290931-2660029 
办公室 0931-26679680931-2667968 
刑庭 0931-26601770931-2660177 
区法院院长张贺林：0931-26606850931-266068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9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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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693 
序号：6 
姓名: 李玮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小西湖东街 95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6600290931-2660029 
办公室 0931-26679680931-2667968 
刑庭 0931-26601770931-266017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9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694 
序号：7 
姓名: 陆方本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小西湖东街 95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6600290931-2660029 
办公室 0931-26679680931-2667968 
刑庭 0931-26601770931-266017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9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695 
序号：8 
姓名: 赵新民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小西湖东街 95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6600290931-2660029 
办公室 0931-26679680931-2667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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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庭 0931-26601770931-2660177 
副院长赵新民：0931-26603060931-26603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9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696 
序号：9 
姓名: 徐永胜 
职务: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小西湖东街 95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6600290931-2660029 
办公室 0931-26679680931-2667968 
刑庭 0931-26601770931-2660177 
徐永胜 266644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9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697 
序号：10 
姓名: 金杰 
职务: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小西湖东街 95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6600290931-2660029 
办公室 0931-26679680931-2667968 
刑庭 0931-26601770931-2660177 
金杰 26689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9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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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698 
序号：11 
姓名: 蒋庆联 
职务: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小西湖东街 95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6600290931-2660029 
办公室 0931-26679680931-2667968 
刑庭 0931-26601770931-2660177 
蒋庆联 26642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9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699 
序号：12 
姓名: 岳胜 
职务: 户籍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武山路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866578;0931-2866578 
户籍警岳胜：1339931537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9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00 
序号：13 
姓名: 姜瑞 
职务: 人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西路 43 号 邮编︰73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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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931-2861405；0931-286140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0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01 
序号：14 
姓名: 陈玲 
职务: 人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西路 43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861405；0931-286140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0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02 
序号：15 
姓名: 李金兰 
职务: 人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西路 43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861405；0931-286140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0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03 
序号：16 
姓名: 胡泉 
职务: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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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西路 43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861405；0931-286140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0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04 
序号：17 
姓名: 王正相 
职务: 人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西路 43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861405；0931-286140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0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05 
序号：18 
姓名: 韵玉成 
职务: 人员（市劳教所所长, 法制学校校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甘肃省兰州市法制教育学校（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北路 136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868792；0931-286879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0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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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706 
序号：19 
姓名: 王育权 
职务: 医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甘肃省兰州市法制教育学校（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北路 136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868792；0931-2868792 
“洗脑班”人员王育权（王育全 医生 强行灌食 输液）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0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07 
序号：20 
姓名: 王遂海 
职务: 保卫处处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电机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民乐路 66 号 邮编︰730050 
电话︰办公室 0931-2866951-8012 
电子信箱: gsb@lec.cn or lec.cn@tom.com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0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08 
序号：21 
姓名: 王雯霞 
职务: 社区书记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街道电机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社区居委会）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北路 310 号 邮编︰
730050 
 电话︰0931-28815500931-288155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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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0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09 
序号：22 
姓名: 刘洋洋 
职务: 社区书记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街道电机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社区居委会）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北路 310 号 邮编︰
730050 
 电话︰0931-28815500931-288155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0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10 
序号：23 
姓名: 赵文韬 
职务: 教育科科长 
单位: 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平安台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平安路 邮编：730084 
电话：0931-62711020931-6271102 
办公室 0931-62794520931-6279452 
管理科 0931-62794110931-6279411、6279422 
传真 0931-62794300931-6279430 
教育科科长赵文韬：1391927364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1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11 
序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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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车起臣 
职务: 队长 
单位: 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平安台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平安路 邮编：730084 
电话：0931-62711020931-6271102 
办公室 0931-62794520931-6279452 
管理科 0931-62794110931-6279411、6279422 
传真 0931-62794300931-6279430 
队长车起臣： 0931-62221500931-622215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1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12 
序号：25 
姓名: 雷锦平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平安台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平安路 邮编：730084 
电话：0931-62711020931-6271102 
办公室 0931-62794520931-6279452 
管理科 0931-62794110931-6279411、6279422 
传真 0931-62794300931-627943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1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13 
序号：26 
姓名: 王生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平安台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平安路 邮编：730084 
电话：0931-62711020931-6271102 
办公室 0931-62794520931-627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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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 0931-62794110931-6279411、6279422 
传真 0931-62794300931-6279430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1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14 
序号：27 
姓名: 马友三 
职务: 普教犯人 
单位: 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平安台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平安路 邮编：730084 
电话：0931-62711020931-6271102 
办公室 0931-62794520931-6279452 
管理科 0931-62794110931-6279411、6279422 
传真 0931-62794300931-627943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1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15 
序号：28 
姓名: 张忠平 
职务: 普教犯人 
单位: 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平安台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平安路 邮编：730084 
电话：0931-62711020931-6271102 
办公室 0931-62794520931-6279452 
管理科 0931-62794110931-6279411、6279422 
传真 0931-62794300931-627943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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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1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16 
序号：29 
姓名: 管齐中 
职务: 普教犯人 
单位: 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平安台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平安路 邮编：730084 
电话：0931-62711020931-6271102 
办公室 0931-62794520931-6279452 
管理科 0931-62794110931-6279411、6279422 
传真 0931-62794300931-627943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1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17 
序号：30 
姓名: 王昌龄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甘肃省兰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298 号 
兰州监狱信箱：兰州市大沙坪 28 号 邮编：730046 
电话：0931-8364911 ；0931-8364911-2015 
办公室 0931-8362876；0931-8362876 
传真 0931-8363819；0931-8363819 
管理科 0931-8381545；0931-838154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1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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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718 
序号：31 
姓名: 杨建红 
职务: 二分监区监区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298 号 
兰州监狱信箱：兰州市大沙坪 28 号 邮编：730046 
电话：0931-8364911 ；0931-8364911-2015 
办公室 0931-8362876；0931-8362876 
传真 0931-8363819；0931-8363819 
管理科 0931-8381545；0931-838154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1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19 
序号：32 
姓名: 贺立清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298 号 
兰州监狱信箱：兰州市大沙坪 28 号 邮编：730046 
电话：0931-8364911 ；0931-8364911-2015 
办公室 0931-8362876；0931-8362876 
传真 0931-8363819；0931-8363819 
管理科 0931-8381545；0931-838154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1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20 
序号：33 
姓名: 张昱天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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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298 号 
兰州监狱信箱：兰州市大沙坪 28 号 邮编：730046 
电话：0931-8364911 ；0931-8364911-2015 
办公室 0931-8362876；0931-8362876 
传真 0931-8363819；0931-8363819 
管理科 0931-8381545；0931-838154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2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21 
序号：34 
姓名: 薛岩 
职务: 犯人 
单位: 甘肃省兰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298 号 
兰州监狱信箱：兰州市大沙坪 28 号 邮编：730046 
电话：0931-8364911 ；0931-8364911-2015 
办公室 0931-8362876；0931-8362876 
传真 0931-8363819；0931-8363819 
管理科 0931-8381545；0931-838154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2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22 
序号：35 
姓名: 凌建明 
职务: 犯人 
单位: 甘肃省兰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298 号 
兰州监狱信箱：兰州市大沙坪 28 号 邮编：730046 
电话：0931-8364911 ；0931-8364911-2015 
办公室 0931-8362876；0931-8362876 
传真 0931-8363819；0931-8363819 
管理科 0931-8381545；0931-838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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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2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723 
序号：36 
姓名: 孔健 
职务: 犯人 
单位: 甘肃省兰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298 号 
兰州监狱信箱：兰州市大沙坪 28 号 邮编：730046 
电话：0931-8364911 ；0931-8364911-2015 
办公室 0931-8362876；0931-8362876 
传真 0931-8363819；0931-8363819 
管理科 0931-8381545；0931-838154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72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露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664 

  
编号: 43927 
序号：37 
姓名: 南锡诚 
职务: 书记 
单位: 甘肃省陇西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县门街 1 号 邮编︰748100 
电话︰0932-16622227 
县政法委书记南锡诚︰0932-6625885 1390932693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陇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发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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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928 
序号：38 
姓名: 孟庆海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陇西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巩昌镇 西城巷 44 号 邮编︰748100 
电话︰办公室 0932-6633010-3010 
总机 0932-6622128 6622139 6623514 6622312 
传真 0932-6633048 
国保大队 0932-6633025-3025 
县公安局局长孟庆海︰0932-6633001 138302006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陇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发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6 

  
编号: 43929 
序号：39 
姓名: 张学平 
职务: 副厂长 
单位: 甘肃省西北铝加工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 12 号信箱西北铝压延厂 邮编︰748111 
电话︰0932-6628865 6628945 6628946 传真：6622814 
加工厂副厂长张学平︰13830260837 0932-662880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陇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发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6 

  
编号: 43930 
序号：40 
姓名: 李建荣 
职务: 厂长、党委副书记 
单位: 甘肃省西北铝加工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 12 号信箱西北铝压延厂 邮编︰748111 
电话︰0932-6628865 6628945 6628946 传真 0932-6622814 
副书记李建荣（厂长、党委副书记）︰13809328046 0932-662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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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3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陇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发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6 

  
编号: 43931 
序号：41 
姓名: 肖德平 
职务: 书记 （分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 
单位: 甘肃省西北铝加工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 12 号信箱西北铝压延厂 邮编︰748111 
电话︰0932-6628865 6628945 6628946 传真 0932-662281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3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陇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发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6 

  
编号: 43932 
序号：42 
姓名: 王福兴 
职务: 保卫处（武装部长） 
单位: 甘肃省西北铝加工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 12 号信箱西北铝压延厂 邮编︰748111 
电话︰0932-6628865 6628945 6628946 传真 0932-6622814 
保卫处长王福兴（武装部长）︰13909323638 宅 0932-6628836 
住陇西 12 号信箱 1506 楼 3 门 3 号 邮编 748111  妻焦丽艳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3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陇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发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6 

  
编号: 43933 
序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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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巍 
职务: 保卫科长 
单位: 甘肃省西北铝加工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 12 号信箱西北铝压延厂 邮编︰748111 
电话︰0932-6628865 6628945 6628946 传真 0932-6622814 
保卫科长王巍︰宅 0932-66264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3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陇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发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6 

  
编号: 43934 
序号：44 
姓名: 赵春涛 
职务: 干事 
单位: 甘肃省西北铝加工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 12 号信箱西北铝压延厂 邮编︰748111 
电话︰0932-6628865 6628945 6628946 传真 0932-6622814 
干事赵春涛︰住甘肃陇西 12 号信箱 1607 楼 2 门 9 号 邮编 74811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3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陇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发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6 

  
编号: 43935 
序号：45 
姓名: 靳正禄（音） 
职务: “610”人员 
单位: 甘肃省西北铝加工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 12 号信箱西北铝压延厂 邮编︰748111 
电话︰0932-6628865 6628945 6628946 传真 0932-6622814 
“610”人员靳正禄（音）︰1399327387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3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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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陇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发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6 

  
编号: 43936 
序号：46 
姓名: 石文瑞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甘肃省定西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 001 信箱 邮编：743000 
电话：（0931）8212307 8212007 8212260 8212210 
定西监狱长石文瑞：0932-8212307 821200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3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陇西县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发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26 

  
编号: 44497 
序号：47 
姓名: 臧志军 
职务: 书记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区府路 56 号 （天水市麦积区 原北道区） 邮编
:741020 
电话: 值班 0938-2616103 
区政法委书记臧志军：办 0938-2614161 1399385902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9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映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96 

  
编号: 44498 
序号：48 
姓名: 裴俊青 
职务: 国保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渭滨南路 8 号 邮编:7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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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区分局）0938-2654834 
（国保大队）0938-2725651 0938-2654852 
警察裴俊青:1389383088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9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映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96 

  
编号: 44499 
序号：49 
姓名: 卜建辉 
职务: 国保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渭滨南路 8 号 邮编:741020 
电话:（区分局）0938-2654834 
（国保大队）0938-2725651 0938-265485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9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映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96 

  
编号: 44500 
序号：50 
姓名: 赵小军 
职务: 国保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渭滨南路 8 号 邮编:741020 
电话:（区分局）0938-2654834 
（国保大队）0938-2725651 0938-265485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0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映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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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501 
序号：51 
姓名: 马建喜 Clone of 赵小军 
职务: 国保队警察（已退休）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渭滨南路 8 号 邮编:741020 
电话:（区分局）0938-2654834 
（国保大队）0938-2725651 0938-265485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0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映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96 

  
编号: 45011 
序号：52 
姓名: 伏禄代 
职务: 书记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中街子 57 号 邮编︰730030 
电话: 0931-8487406 
区政法委书记伏禄代：0931-8469003 8504125 1389331196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建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0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国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23 

  
编号: 45012 
序号：53 
姓名: 寇桂杰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中街子 57 号 邮编︰730030 
电话︰0931-8487406 
寇桂杰 ：8460146 8518089 1391930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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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建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0 

  
编号: 45013 
序号：54 
姓名: 席正清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敦煌路 1076 号  邮编 730050 
电话︰办公室：0931—2334868 总机：0931—2333532 
席正清检察长：0931—233419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建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0 

  
编号: 45014 
序号：55 
姓名: 张景荣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敦煌路 1076 号  邮编 730050 
电话︰办公室：0931—2334868 总机：0931—233353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建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0 

  
编号: 45015 
序号：56 
姓名: 丁艳 



    
       
           

23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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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敦煌路 1076 号  邮编 730050 
电话︰办公室：0931—2334868 总机：0931—233353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建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0 

  
编号: 45016 
序号：57 
姓名: 彭登奎 
职务: 院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七里河法院新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南滨河路 116 号 邮编 730050 
电话：0931-264018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建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0 

  
编号: 45017 
序号：58 
姓名: 王昭 
职务: 法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七里河法院新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南滨河路 116 号 邮编 730050 
电话：0931-2640181 
王昭 办公电话 250117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建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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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018 
序号：59 
姓名: 焦爱琴 
职务: 法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七里河法院新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南滨河路 116 号 邮编 730050 
电话：0931-2640181 
焦爱琴 办公电话 250129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建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0 

  
编号: 45019 
序号：60 
姓名: 孟惠兰 
职务: 法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七里河法院新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南滨河路 116 号 邮编 730050 
电话：0931-2640181 
孟惠兰 办公电话 25012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贺建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10 

  
编号: 45146 
序号：61 
姓名: 张斌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82 号 邮编 730030 
电话︰0931-8346175 0931-846511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4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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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爱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45 

  
编号: 45147 
序号：62 
姓名: 陈龙 
职务: 管段民警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张掖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512 号 邮编: 730030 
电话: 0931-84870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4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爱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45 

  
编号: 45381 
序号：63 
姓名: 刘琰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甘肃省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222 号 邮编︰730030 
电话：值班 0931-8881081 传真 0931-8825056 
副局长刘琰：0931-8735688 1399316692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芦月玲、陈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0 

  
编号: 45382 
序号：64 
姓名: 元磊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甘肃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通讯）：甘肃省兰州市九洲岛开发区 68 号信箱 邮编：730046 
电话：总值班室 0931-8333513 
办公室主任 0931-833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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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政管理科科长 0931-8333526 
教育改造科科长 0931-8333527 
监狱长元磊：0931-8333502 
监狱长管理局办公室 0931-8872119 1391919919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芦月玲、陈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0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编号: 45383 
序号：65 
姓名: 刘淑萍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甘肃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通讯）：甘肃省兰州市九洲岛开发区 68 号信箱 邮编：730046 
电话：总值班室 0931-8333513 
办公室主任 0931-8333515 
狱政管理科科长 0931-8333526 
教育改造科科长 0931-8333527 
监狱长管理局办公室 0931-8872119 1391919919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芦月玲、陈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0 

  
编号: 45384 
序号：66 
姓名: 马雅琴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甘肃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通讯）：甘肃省兰州市九洲岛开发区 68 号信箱 邮编：730046 
电话：总值班室 0931-8333513 
办公室主任 0931-8333515 
狱政管理科科长 0931-833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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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造科科长 0931-8333527 
监狱长管理局办公室 0931-8872119 1391919919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芦月玲、陈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80 

  
编号: 45724 
序号：67 
姓名: 魏旭皋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82 号 邮编:730030 
电话: 0931-8346175 0931-846511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2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国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23 

  
编号: 46259 
序号：68 
姓名: 张建国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东大街 66 号 邮编: 744000 
电话:（区分局）总机 0933-8213812 
局长 0933-8213721 
传真 0933-8213812-215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59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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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260 
序号：69 
姓名: 葛惠玲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退休） 
单位: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东大街 66 号 邮编: 744000 
电话:（区分局）总机 0933-8213812 
局长 0933-8213721 
传真 0933-8213812-215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0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61 
序号：70 
姓名: 朱冠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看守所）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崆峒韩家沟 邮编:744021 
电话/传真:（区公安局）办公室 0933-8213221 总机 0933-8213812 转看守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1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62 
序号：71 
姓名: 郭亚琴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看守所）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崆峒韩家沟 邮编:744021 
电话/传真:（区公安局）办公室 0933-8213221 总机 0933-8213812 转看守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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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263 
序号：72 
姓名: 孟繁荣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看守所）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崆峒韩家沟 邮编:744021 
电话/传真:（区公安局）办公室 0933-8213221 总机 0933-8213812 转看守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63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46 

  
编号: 46952 
序号：73 
姓名: 李世明 
职务: 书记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景泰县委政法委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一条山镇振兴路 18 号县政法委   
邮编︰730400 
政法委电话︰0943-5523425 
政法委书记：5536689 
李世明：5523456、1389301253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53 
序号：74 
姓名: 张弼弘 
职务: 书记 (原任，现任景泰县纪委书记）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景泰县委政法委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一条山镇振兴路 18 号县政法委   
邮编︰7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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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委电话︰0943-5523425 
政法委书记：5536689 
县纪委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一条山镇振兴路 18 号县纪委  邮编︰730400 
县纪委举报电话：0943-5523504，0943-5512388 
举报邮箱：jtxfjb@163.com 
纪委书记：5535696 
张弼弘：13893013898 
县政府值班室：5523480 传真 5523460 
县委值班室：5523407 传真 552341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54 
序号：75 
姓名: 尚江武 
职务: 综治办主任,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景泰县委政法委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一条山镇振兴路 18 号县政法委   
邮编︰730400 
政法委电话︰0943-5523425 
政法委书记：553668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55 
序号：76 
姓名: 薛建国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景泰县条山镇人民路 邮编：730400 
电话：0943-5523001，0943-5529914 
局长薛建国： 0943-552380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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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56 
序号：77 
姓名: 王存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景泰县条山镇人民路 邮编：730400 
电话：0943-5523001，0943-5529914 
国保大队队长王存：13639301062 
943-5523802   
国保大队：943-536501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57 
序号：78 
姓名: 谢鑫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景泰县条山镇人民路 邮编：730400 
电话：0943-5523001，0943-5529914 
国保大队：943-536501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58 
序号：79 
姓名: 卢守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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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刑警二队副队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景泰县条山镇人民路 邮编：730400 
电话：0943-5523001，0943-5529914 
政委：0943-5523776 
国保大队：943-53650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59 
序号：80 
姓名: 吴永鹏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人民路 18 号  邮编 730400. 
景泰县检察院：943-552357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60 
序号：81 
姓名: 来耀功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人民路 18 号  邮编 730400. 
景泰县检察院：943-5523574 
副检察长来耀功： 1383003215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6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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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961 
序号：82 
姓名: 彭钲云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人民路 18 号  邮编 730400. 
景泰县检察院：943-552357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6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62 
序号：83 
姓名: 冯向国 
职务: 院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西大街 邮编：730400 
院长冯向国：943-5523843、1380930698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6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63 
序号：84 
姓名: 朱生凯 
职务: 法官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西大街 邮编：730400 
主审法官 朱生凯：943-5521677、1533608965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6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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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64 
序号：85 
姓名: 金钊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西大街 邮编：730400 
书记员 金钊 943-5521677、1389303943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6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65 
序号：86 
姓名: 邱小云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西大街 邮编：730400 
审判长邱小云 5521490、1509578333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6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66 
序号：87 
姓名: 寇宗金 
职务: 所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一条山镇东街 邮编：730400 
电话：0943- 5523761 
电话：（0943）5523745 
传真：5523761 
email：55237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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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6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义萍、郝国芳、马和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51 

  
编号: 46980 
序号：88 
姓名: 张云生 (2) 
职务: 书记 (原任，现任金昌市市委宣传部部长）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金昌市市委）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建设路 68 号 邮编︰737100 
市委电话：办公室 0935-823438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8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81 
序号：89 
姓名: 王文智 
职务: 所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所长办 0931-7768828 
第二劳教所所长王文智: 办 0936-7768826 13369437001 宅 4660563 办 0936─867722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8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82 
序号：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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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德昌 
职务: 政委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所长办 0931-7768828 
政委王德昌: 办 0936-7768048 13369437000 宅 0936-776600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8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83 
序号：91 
姓名: 潘勤 
职务: 副政委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所长办 0931-7768828 
副政委潘勤: 办 0936-7768148 13369437002 宅 0936-776831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8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84 
序号：92 
姓名: 王娟娟 
职务: 副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所长办 0931-7768828 
副队长王娟娟:宅 0936-776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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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8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85 
序号：93 
姓名: 范毅荣 
职务: 一中队中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一中队中队长范毅荣: 1389361738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8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86 
序号：94 
姓名: 马维 
职务: 一中队分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8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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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987 
序号：95 
姓名: 李燕玲 
职务: 一中队分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8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88 
序号：96 
姓名: 李欣春 
职务: 一中队分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8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89 
序号：97 
姓名: 屈玲 
职务: 一中队分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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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8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90 
序号：98 
姓名: 李小妹 
职务: 一中队分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9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91 
序号：99 
姓名: 柏琪 
职务: 二中队中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9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92 
序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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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永红 
职务: 二中队分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二中队分队长王永红: 宅 0936-7763366 335183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9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93 
序号：101 
姓名: 王玉馨 
职务: 二中队分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9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94 
序号：102 
姓名: 李嘉春 
职务: 二中队分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和平路一号 邮编：730070 
电话：政治处 0931-7768323 
管理科 0931-776843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41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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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9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6995 
序号：103 
姓名: 高军 (音)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公安局拘留所 邮编 737200 
电话:（县拘留所）0935-7523704 
（县公安局）0935-7521437 转县拘留所警察高军（音）: 0935-75237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9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文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979 

  
编号: 47049 
序号：104 
姓名: 泽巴足 
职务: 书记 
单位: 甘肃省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 932 号  邮编：730030 
书记 泽巴足：931-8416011 转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50 
序号：105 
姓名: 朱守科 
职务: 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兰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单位: 甘肃省公安厅，兰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市公安局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82 号  邮编：730030 



    
       
           

42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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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 办 931-8718001 
国保大队（又称市局 26 处）931-8718903、931-871894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5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51 
序号：106 
姓名: 陈志光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82 号  邮编：730030 
局长 办 931-8718001 
国保大队（又称市局 26 处）931-8718903、931-871894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5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52 
序号：107 
姓名: 李武平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82 号  邮编：730030 
副局长：李武平 931-8718005、1339931961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5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53 
序号：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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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毓弟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82 号  邮编：730030 
副局长：王毓弟 931-8718009、1339931020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5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54 
序号：109 
姓名: 刘向东 
职务: 防邪办副主任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庆阳市政法委：甘肃省庆阳市岐黄大道庆州西路邮编：745099 
庆阳市 610 办公室传真： 822878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5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55 
序号：110 
姓名: 鄂廷印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庆阳市岐黄大道安化东路  邮编：745099 
公诉科：934-8276011 
举报中心：934-8276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5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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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056 
序号：111 
姓名: 刘文宪 
职务: 院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庆阳市岐黄大道安化东路  邮编：745099 
刑一庭：办 0934-8611314 
刑二庭：办 0934-8610842 
办公室 934-8899005 
934-8899001 
934-8612184 
立案庭 934-8616746 
审监庭 934-8621027 
行政庭 934-8612004 
政工科 934-8612622 
执行局 934-861069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5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57 
序号：112 
姓名: 付良刚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庆阳市岐黄大道安化东路  邮编：745099 
刑一庭：办 0934-8611314 
刑二庭：办 0934-861084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5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58 
序号：113 
姓名: 白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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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员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庆阳市岐黄大道安化东路  邮编：745099 
刑一庭：办 0934-8611314 
刑二庭：办 0934-861084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5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59 
序号：114 
姓名: 张慧慧 
职务: 副院长（主管迫害）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庆阳市岐黄大道安化东路  邮编：745099 
刑一庭：办 0934-8611314 
刑二庭：办 0934-8610842  
副院长张慧慧（主管迫害）：1899349969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5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60 
序号：115 
姓名: 贾永宏 
职务: 庆阳市公安局副局长、西峰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庆阳市公安局地址：甘肃省庆阳市安定东路十九号  邮编：745000 
  
西峰公安分局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九龙路 111 号 邮编：745000 
电话 934-8215507  0934-8213352 
局长 0934-822558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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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61 
序号：116 
姓名: 付永奎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原任）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庆阳市公安局地址：甘肃省庆阳市安定东路十九号  邮编：7450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62 
序号：117 
姓名: 祁雪楼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北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北大街  邮编：745000 
电话  0934-82130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63 
序号：118 
姓名: 周志忠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甘肃省第一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女子劳教所地址：甘肃榆中柳沟河东 3 号   邮编：730101 
电话：0931-8797866,  0931-879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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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64 
序号：119 
姓名: 赵兴平 
职务: 所长（原任）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九龙南路 111 号  邮编:745000 
所长赵兴平 0931-8215502（办）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65 
序号：120 
姓名: 贾生洲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九龙南路 111 号  邮编:745000 
副所长贾生洲 0931-8215502（办）0931- 8633921（宅） 13034108470（手机）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66 
序号：121 
姓名: 杨正奎 
职务: 所长（原任）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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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九龙南路 111 号  邮编:745000 
杨正奎（原所长）13085930712（手机）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067 
序号：122 
姓名: 李建 
职务: 所长（原任）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九龙南路 111 号  邮编:745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6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48 

  
编号: 47268 
序号：123 
姓名: 张静昌 
职务: 书记 
单位: 甘肃省嘉峪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市辖区新华中路 54 号 邮编:735100      
电话：0937-6225289  0937-632840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嘉峪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兆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7 

  
编号: 47269 
序号：124 
姓名: 徐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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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610”负责人 
单位: 甘肃省嘉峪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市辖区新华中路 54 号 邮编:735100      
电话：0937-6225289  0937-632840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嘉峪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兆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7 

  
编号: 47270 
序号：125 
姓名: 常守远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嘉峪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 312 国道体育大道      邮编:735100   
电话：0937-630262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7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嘉峪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兆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7 

  
编号: 47271 
序号：126 
姓名: 李军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嘉峪关市胜利南路 14 号    邮编:735100   
电话: 0937-630201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7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嘉峪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兆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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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272 
序号：127 
姓名: 闫欣明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嘉峪关市胜利南路 14 号    邮编:735100   
电话: 0937-630201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7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嘉峪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兆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7 

  
编号: 47273 
序号：128 
姓名: 管学明 
职务: 院长 
单位: 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迎宾西路 5 号  邮编:735100   
邮箱：jygfyxxgk@163.com 
法院咨询电话 0937-6301426 
立案庭电话：0937-6301427 
刑事审判庭电话：0937-62182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7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嘉峪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兆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7 

  
编号: 47274 
序号：129 
姓名: 杨卫军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迎宾西路 5 号  邮编:735100   
邮箱：jygfyxxgk@163.com 
法院咨询电话 0937-6301426 
立案庭电话：0937-6301427 
刑事审判庭电话：0937-62182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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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7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嘉峪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兆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7 

  
编号: 47275 
序号：130 
姓名: 杜建丽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迎宾西路 5 号  邮编:735100   
邮箱：jygfyxxgk@163.com 
法院咨询电话 0937-6301426 
立案庭电话：0937-6301427 
刑事审判庭电话：0937-62182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7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嘉峪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兆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7 

  
编号: 47276 
序号：131 
姓名: 刘力华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迎宾西路 5 号  邮编:735100   
邮箱：jygfyxxgk@163.com 
法院咨询电话 0937-6301426 
立案庭电话：0937-6301427 
刑事审判庭电话：0937-62182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7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嘉峪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兆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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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277 
序号：132 
姓名: 张辉 (2)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迎宾西路 5 号  邮编:735100   
邮箱：jygfyxxgk@163.com 
法院咨询电话 0937-6301426 
立案庭电话：0937-6301427 
刑事审判庭电话：0937-62182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7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嘉峪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兆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7 

  
编号: 47278 
序号：133 
姓名: 甘世俊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嘉峪关市公安局雄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华中路    邮编:7351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7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嘉峪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兆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7 

  
编号: 47279 
序号：134 
姓名: 陈锡泉 
职务: 所长 
单位: 甘肃省嘉峪关市看守所（嘉峪关市公安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嘉峪关市镜铁西路    邮编: 735100  
电话: 0937-6302625、0937-6316927 转 30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7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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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嘉峪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兆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267 

  
编号: 47614 
序号：135 
姓名: 肖云连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24 号， 邮编: 730030， 
电话：0931 -846 5116 
国保大队肖云连 1391910860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1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俊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13 

  
编号: 47615 
序号：136 
姓名: 贾兆孝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24 号， 邮编: 730030， 
电话：0931 -846 5116 
国保大队贾兆孝 1391989651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1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俊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13 

  
编号: 47616 
序号：137 
姓名: 董金霞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24 号， 邮编: 730030， 
电话：0931 -846 5116 
国保大队董金霞 1339931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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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1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俊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13 

  
编号: 47617 
序号：138 
姓名: 侯小斌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24 号， 邮编: 730030， 
电话：0931 -846 5116 
国保大队侯小斌 1339931375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1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俊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13 

  
编号: 47618 
序号：139 
姓名: 赖晓燕 
职务: 犯人 
单位: 甘肃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九州岛开发区 68 号信箱 ，邮编：730046 
“邪科”电话：0931-481036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1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金俊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13 

  
编号: 47667 
序号：140 
姓名: 樊丰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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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中心街 283 号  邮编:730900     
电话: 0943-8268300 
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樊丰涛（男  白银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13639309806  办 0943-
6623885  1363930179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广利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80 

  
编号: 47668 
序号：141 
姓名: 张明才 
职务: “610 办公室”警察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民路 90 号     邮编:730900 
电话:  张明才 13596197371 办公室 0943-826812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编号: 47669 
序号：142 
姓名: 赵定晶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北京路公安大厦     邮编: 730900 
电话: 0943-826 811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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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670 
序号：143 
姓名: 王云命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白银市检察院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东星街 38 号      邮编: 730900 
电话: 0943-82210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7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编号: 47671 
序号：144 
姓名: 李洪发 
职务: 公诉科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白银市检察院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东星街 38 号      邮编: 730900 
电话: 0943-82210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7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编号: 47672 
序号：145 
姓名: 张俊霞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白银市检察院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东星街 38 号      邮编: 730900 
电话: 0943-82210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7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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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编号: 47673 
序号：146 
姓名: 李向荣 
职务: 院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白银市法院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北京路     邮编: 730900 
电话: 白银区法院：0943-8268638 
院长 0943-82395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7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编号: 47674 
序号：147 
姓名: 张守涛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白银市法院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北京路     邮编: 730900 
电话: 白银区法院：0943-826863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7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编号: 47675 
序号：148 
姓名: 狄生禄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白银市法院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北京路     邮编: 730900 
电话: 白银区法院：0943-826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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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7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编号: 47676 
序号：149 
姓名: 杨华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白银市法院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北京路     邮编: 730900 
电话: 白银区法院：0943-8268638 
审判员杨华（女）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7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编号: 47677 
序号：150 
姓名: 杨静 
职务: 犯人 
单位: 甘肃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女子监狱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九州岛开发区 68 号信箱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九洲大道 416 号 
邮编: 730046 
电话：0931-8333610   0931-481036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7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59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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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47678 
序号：151 
姓名: 丁海燕 (2) 
职务: 犯人 
单位: 甘肃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女子监狱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九州岛开发区 68 号信箱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九洲大道 416 号 
邮编: 730046 
电话：0931-8333610   0931-481036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7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编号: 47679 
序号：152 
姓名: 周秀芬 
职务: 犯人 
单位: 甘肃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女子监狱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九州岛开发区 68 号信箱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九洲大道 416 号 
邮编: 730046 
电话：0931-8333610   0931-481036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7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66 

  
编号: 48118 
序号：153 
姓名: 弥善庆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东路 16 号   邮编︰737101 
电话︰0935-8396022 
电话/传真：0935-839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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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副局长：弥善庆 0935-8396002，139094558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18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19 
序号：154 
姓名: 刘建国 (2)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东路 16 号   邮编︰737101 
电话︰0935-8396022 
电话/传真：0935-8396018 
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建国 0935-8396101，139094583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19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20 
序号：155 
姓名: 张余胜 
职务: 国保支队政委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东路 16 号   邮编︰737101 
电话︰0935-8396022 
电话/传真：0935-8396018 
国保支队政委：张余胜 0935-8396026，1399356809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20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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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8121 
序号：156 
姓名: 樊永明 
职务: 国保支队主任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东路 16 号   邮编︰737101 
电话︰0935-8396022 
电话/传真：0935-8396018 
国保支队主任：樊永明 0935-8396025，1383056308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21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22 
序号：157 
姓名: 许浩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东路 16 号   邮编︰737101 
电话︰0935-8396022 
电话/传真：0935-8396018 
国保支队科员许浩 1351946561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22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23 
序号：158 
姓名: 段赴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公园路 23 号  邮编︰737100 
电话：0935-8396156 
办公室 0935-8213480 
副局长段赴明 0935-8396014，13993589588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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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23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24 
序号：159 
姓名: 安来寅 
职务: 国安科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北京路 136 号   邮编︰737103 
电话︰0935-8825403 
国保大队：0935-8811323 
安来寅：8828651 ；13830576942，宅 9358230469（警号：041042）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24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25 
序号：160 
姓名: 王群 
职务: 国安科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北京路 136 号   邮编︰737103 
电话︰0935-8825403 
国保大队：0935-8811323 
王群：8811636，13519466070，宅 9358229112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25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26 
序号：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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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赵文堂 
职务: 所长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金川路派出所 邮编 737100    
电话：9358213640 935839635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26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27 
序号：162 
姓名: 姚永强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金川路派出所 邮编 737100    
电话：9358213640 9358396354 
副所长姚永强（警号：04070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27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28 
序号：163 
姓名: 王智刚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金川路派出所 邮编 737100    
电话：9358213640 9358396354 
警察王智刚（警号：0407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28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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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8129 
序号：164 
姓名: 李有旗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金川路派出所 邮编 737100    
电话：9358213640 9358396354 
警察李有旗（警号：0405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29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30 
序号：165 
姓名: 朱永栋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金川路派出所 邮编 737100    
电话：9358213640 9358396354 
警察朱永栋 138305781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30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31 
序号：166 
姓名: 胡江鹏 
职务: 治安队副队长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滨河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金川西路，邮政编码：737100， 
电话： 0935-8611588 
胡江鹏 1390945218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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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31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32 
序号：167 
姓名: 赵涛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邮政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东路 73 号， 邮编 737100 
电话：8330108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32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