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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编号: 43268 
序号：1 
姓名: 李建仓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许昌市许由路西段 480 号    邮编:461000 
电话: 0374-5137898 转 
副局长李建仓 159363999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6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党富强、张振德、张宏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67 

  
编号: 43269 
序号：2 
姓名: 李松山 
职务:  
单位: 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禹州市城关镇和平路 28 号 邮编:461670 
电话：0374—2767358/2767359 
电话: 李松山 1599368767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6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党富强、张振德、张宏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67 

  
编号: 43270 
序号：3 
姓名: 贾伟龙 
职务:  
单位: 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禹州市城关镇和平路 28 号 邮编:461670 
电话：0374—2767358/2767359 
电话: 贾伟龙 13783746886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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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7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党富强、张振德、张宏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67 

  
编号: 43271 
序号：4 
姓名: 晋超峰 
职务: 所长 
单位: 河南省禹州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看守所  邮编:461670 
电话: 0374-8202247 
晋超峰：1390374852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7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党富强、张振德、张宏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67 

  
编号: 43433 
序号：5 
姓名: 耿杰 
职务: 公共网络安全管理科 
单位: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郑州市公安局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北二七路 110 号 邮编:450000 
电话(Tel):66222023-22617 传真(Fax):66222023-226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33 
迫害案例:  

  
编号: 43434 
序号：6 
姓名: 利润华 
职务: 公共网络安全管理科 
单位: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郑州市公安局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北二七路 110 号 邮编:450000 
电话(Tel):66222023-22617 传真(Fax):66222023-226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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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34 
迫害案例:  

  
编号: 43893 
序号：7 
姓名: 王奇 
职务: 书记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北段    
邮编: 467000    
电话: 0375-2813683 4963315 4934961 
王奇: 1373379696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3894 
序号：8 
姓名: 郝亚钦 
职务: 主任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北段    
邮编: 467000    
电话: 0375-2813683 4963315 4934961 
郝亚钦：1332375026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3895 
序号：9 
姓名: 宋聪枝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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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467000    
电话: 0375-2813683 4963315 4934961 
宋聪枝: 1593899088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3896 
序号：10 
姓名: 关军昌 
职务: 综治办主任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北段    
邮编: 467000    
电话: 0375-2813683 4963315 4934961 
关军昌: 1383750558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3897 
序号：11 
姓名: 陈军丽 
职务: 湛河区维稳办主任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北段    
邮编: 467000    
电话: 0375-2813683 4963315 4934961 
陈军丽: 1393865964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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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898 
序号：12 
姓名: 张鹏飞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湛河区光明路 
邮编: 467000   
电话: 0375-2833293 2815948 
张鹏飞：138037582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3899 
序号：13 
姓名: 张学玲 
职务: 院长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东风路东段    
邮编: 467001    
电话: 0375-2863302 2862222 
传真：0375－2863333 
张学玲  1390390536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3900 
序号：14 
姓名: 侯树丽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东风路东段    
邮编: 467001    
电话: 0375-2863302 286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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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375－2863333 
侯树丽 1373375336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0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3901 
序号：15 
姓名: 张莹 
职务: 刑事庭长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东风路东段    
邮编: 467001    
电话: 0375-2863302 2862222 
传真：0375－2863333 
张莹 1593892729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0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3902 
序号：16 
姓名: Clone of 张莹 
职务: 局长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司法局 
邮编: 467000    
电话: 0375-7816663 4981389 
胡彦正：13592167969 
电子邮件：hen136117@126.com 
联系电话：0375-281374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02 
迫害案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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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3903 
序号：17 
姓名: 胡彦正 
职务: 局长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司法局 
邮编: 467000    
电话: 0375-7816663 4981389 
胡彦正：13592167969 
电子邮件：hen136117@126.com 
联系电话：0375-281374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0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3904 
序号：18 
姓名: 曲军政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姚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电厂路 
邮编：467000 
电话：0375－4855886 4951066 
曲军政: 13903751875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0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3905 
序号：19 
姓名: 陈高科 
职务: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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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科协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新华区建设路 26 号 
邮编: 467000    
电话: 0375-2907231 
陈高科；13703409360 办 0375-2907231 宅：0735－2919277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0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3906 
序号：20 
姓名: 杨松涛 
职务: 人员 
单位: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九里山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湛河区九里山办事处 
邮编：467001 
电话：0375－4931490 
杨松涛；13064490234 
家住：河南省平顶山新华区启蒙路 13 号院 1 号楼 5 号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90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2 

  
编号: 45162 
序号：21 
姓名: 孟刚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已被双规）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政法委、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河南省新乡市新华区健康路 28 号 邮编:453000 
电话: 03732021857 
地址:（市公安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新飞大道(南)五一路东段 邮编 : 453000 
电话: 0373-50305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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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编号: 45163 
序号：22 
姓名: 刘新征 
职务: 院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卫滨分局）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黄河大道 126 号 邮编:453000 
电话: 办公室 0373-5096900 
分局局长刘新征：13903809996 
侦查大队大队长：1390373268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编号: 45164 
序号：23 
姓名: 张宏伟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卫滨分局）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黄河大道 126 号 邮编:453000 
电话: 办公室 0373-5096900 
分局局长刘新征：13903809996 
侦查大队大队长：1390373268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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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165 
序号：24 
姓名: 常广杰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卫滨分局）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黄河大道 126 号 邮编:453000 
电话: 办公室 0373-5096900 
分局局长刘新征：13903809996 
副大队长常广杰：13598694608 1860380521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编号: 45166 
序号：25 
姓名: 李大卫 
职务: 所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南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解放大道 南桥派出所 邮编:453000 
电话: 0373-2098788 2098464 
所长李大卫:0373-5096901 139037311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编号: 45167 
序号：26 
姓名: 刘杰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南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解放大道 南桥派出所 邮编:453000 
电话: 0373-2098788 2098464 
副所长刘杰: 0373-5096903 13837388771 1863831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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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编号: 45168 
序号：27 
姓名: 王明堂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南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解放大道 南桥派出所 邮编:453000 
电话: 0373-2098788 2098464 
副所长王明堂: 0373-5096929 13803806011 1863735379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编号: 45169 
序号：28 
姓名: 张会军 
职务: 警务大队大队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南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解放大道 南桥派出所 邮编:453000 
电话: 0373-2098788 2098464 
警务大队大队长张会军: 0373-5096915 13937380626 1863734006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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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170 
序号：29 
姓名: 张晋鑫 
职务: 一中队中队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南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解放大道 南桥派出所 邮编:453000 
电话: 0373-2098788 2098464 
一中队中队长张晋鑫:13782576080 18637353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7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编号: 45171 
序号：30 
姓名: 吴燕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南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解放大道 南桥派出所 邮编:453000 
电话: 0373-2098788 2098464 
指导员吴燕:13462348786 1863733197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7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编号: 45172 
序号：31 
姓名: 魏志鸣 
职务: 所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拘留所 邮编:453003 
电话: 办公室 0373-5115759 值班室 0373-5115792 内勤 0373-5115781 
拘留所所长魏志鸣: 0373-5115758 13707652911 18638311611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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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7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编号: 45173 
序号：32 
姓名: 刘卫红 
职务: 院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健康路 76 号 邮编:453000 
电话: 0373-306012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7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编号: 45174 
序号：33 
姓名: 张郁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路 336 号 邮编:453003 
电话: 0373-51200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7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叶会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61 

  
编号: 45692 
序号：34 
姓名: 李耀文 
职务: 政法委书记, "610"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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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市 610）河南省沁阳市怀府西路 邮编:454550 
电话: 办 0391-5699550 5611088 
（市 610）0391-5693610 
市政法委书记李耀文（610 办主任）：1393910829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1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编号: 45693 
序号：35 
姓名: 李永青 
职务: “610”副主任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市 610）河南省沁阳市怀府西路 邮编:454550 
电话: 办 0391-5699550 5611088 
（市 610）0391-5693610 
市“610”副主任李永青: 1356915563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1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编号: 45694 
序号：36 
姓名: 邓予生 
职务: 局长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团结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 （市局）0391-5696440 5696441 5696443 
（国保大队）0391-5696445 转分机 53541 
市公安局局长邓予生: 0391-5696440 5696441 5696443 0391-5696445 转分机 5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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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1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编号: 45695 
序号：37 
姓名: 侯莉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团结路 邮编:454550 
电话: 0391-5696440 
副局长侯莉（分管国保大队 侯丽）: 139496660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1 

  
编号: 45696 
序号：38 
姓名: 成兴利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团结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 （市局）0391-5696440 5696441 5696443  
（国保大队）0391-5696445 转分机 53541  
国保大队成兴利: 1833913120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1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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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697 
序号：39 
姓名: 任东风 
职务: 警察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沁阳市沁伏路 邮编:454550 
电话: 0391-5696661（3915696661） 0391-5031101 qyskss@163.com 
警察任东风: 1393911182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1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编号: 45698 
序号：40 
姓名: 刘志雷 
职务: 刑一庭长 
单位: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站前路 86 号 邮编: 454001 
电话: 0391-3386202 
传真 0391-3386111 
邮箱 jzzy@chinacourt.org 
刑一庭长刘志雷：0391-338612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1 

  
编号: 45699 
序号：41 
姓名: 申兵 
职务: 刑二庭长 
单位: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站前路 86 号 邮编: 454001 
电话: 0391-338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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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391-3386111 
邮箱 jzzy@chinacourt.org 
刑二庭长申兵：0391-338612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1 

  
编号: 45700 
序号：42 
姓名: 聂全武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团结（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 0391-5691542 0391-5692741 0391-568847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0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1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编号: 45701 
序号：43 
姓名: 秦树星 
职务: 院长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怀府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办公室值班 0391-2656010 0391-2656044 569779 
传真 0391-569779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0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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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702 
序号：44 
姓名: 陈金平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紫陵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紫陵镇 邮编: 454592 
电话: 0391-5033110 
副所长陈金平：1378264855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0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1 

  
编号: 45703 
序号：45 
姓名: 李克祥 
职务: 所长 
单位: 河南省焦作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新华北街 9 号院 邮编:454000 
电话: 3912283316 
所长李克祥:宅 0391-3915989 2219429 
其女李红霞 0391-3901958 
焦作市政通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 焦作市建设东路 80 号 邮编 454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0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任海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691 

  
编号: 45743 
序号：46 
姓名: 吴广庭 (2) 
职务: 局长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兴鹤大街（南段）紫荆巷 224 号 邮编：458030 
电话：0392-3392116 
邮箱 laoliuyi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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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44 
序号：47 
姓名: 张书喜 
职务: 书记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 区政法委 610）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夏南路 1 号 邮编︰
458030 
电话︰（区委 区政法委 610）0392-3356955 
（区委）0392-3356856 转区政法委书记张书喜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45 
序号：48 
姓名: 杨明安 
职务: 所长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金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鹤壁市公安局第二分局（金山分局），金山派出所.对外叫派出所，内部叫

分局 
地址︰河南省鹤壁淇滨区卫河路 与大伾路 (路口) 邮编︰458030 
电话︰（市公安局）0392-3328492 转所长杨明安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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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746 
序号：49 
姓名: 崔建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金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淇滨区卫河路 与大伾路 (路口) 邮编︰458030 
电话︰（市公安局）0392-3328492 转所长杨明安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47 
序号：50 
姓名: 贾林法 
职务: 警察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金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淇滨区卫河路 与大伾路 (路口) 邮编︰458030 
电话︰（市公安局）0392-3328492 转所长杨明安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48 
序号：51 
姓名: 魏巍 
职务: 警察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金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淇滨区卫河路 与大伾路 (路口) 邮编︰458030 
电话︰（市公安局）0392-3328492 转所长杨明安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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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749 
序号：52 
姓名: 岳刚彦 
职务: 警察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金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淇滨区卫河路 与大伾路 (路口) 邮编︰458030 
电话︰（市公安局）0392-3328492 转所长杨明安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50 
序号：53 
姓名: 卢青 
职务: 警察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金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淇滨区卫河路 与大伾路 (路口) 邮编︰458030 
电话︰（市公安局）0392-3328492 转所长杨明安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5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51 
序号：54 
姓名: 程红宝 
职务: 警察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福源二区警务室 （福源社区警务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福源二区警务室 邮编︰458030 
电话︰13693921067 
警察程红宝︰1369392106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5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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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52 
序号：55 
姓名: 保海 
职务: 人员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九州岛路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经济开发区九州路 102 号 邮编︰458030 
电话︰0392-3314278 
传真 0392-6996381 email 6996381@qq.com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5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71 
序号：56 
姓名: 陈兆法 
职务: 书记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九州岛岛路，邮政编码：456650 
电话:0392-3316091 
鹤壁市政法委 610 办：392-3327036，392-332436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7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72 
序号：57 
姓名: 李克民 
职务: 维稳办主任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九州岛岛路，邮政编码：456650 
电话:0392-3316091 
鹤壁市政法委 610 办：392-3327036，392-332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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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7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74 
序号：58 
姓名: 刘云龙 
职务: 巡防队员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福源二区警务室 （福源社区警务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福源小区警务室邮编︰458030 
电话︰ 1369392106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7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75 
序号：59 
姓名: 王东 
职务: 巡防队员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福源二区警务室 （福源社区警务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福源小区警务室邮编︰458030 
电话︰ 1369392106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7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76 
序号：60 
姓名: 申东 
职务: 巡防队员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福源二区警务室 （福源社区警务室）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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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福源小区警务室邮编︰458030 
电话︰ 1369392106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7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78 
序号：61 
姓名: 韩秀红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黄河路 216 号 邮编 458030 
电话：0392-3390081，0392-3399332 
公诉科 392-3390162 
常城 392-3390291、13939286966 
批捕科 392-3390131 
侦监科 392-339013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7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79 
序号：62 
姓名: 常城 
职务: 公诉科人员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黄河路 216 号 邮编 458030 
电话：0392-3390081，0392-3399332 
常城 0392-3390291、13939286966 
公诉科 392-3390162 
常城 392-3390291、13939286966 
批捕科 392-3390131 
侦监科 392-339013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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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7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80 
序号：63 
姓名: 常伟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 90 号 邮编 458030 
电话：0392-3358575、0392-3385639、0392-3385655 
刑庭（负责刑事审判）392-3385619 
常伟 庭长办 392-3385632 
值班电话：392-338565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8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5781 
序号：64 
姓名: 王尊贤 
职务: 法官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 90 号 邮编 458030 
电话：0392-3358575、0392-3385639、0392-3385655 
刑庭（负责刑事审判）392-3385619 
王尊贤 办 392-3385682 
值班电话：392-338565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8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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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782 
序号：65 
姓名: 朱晨曦 
职务: 助理审判员 
单位: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 90 号 邮编 458030 
电话：0392-3358575、0392-3385639、0392-3385655 
刑庭 392-3385619 
值班电话：392-3385655 
朱晨曦 0392-338568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8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建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2 

  
编号: 46211 
序号：66 
姓名: 孟钢 
职务: 书记（原任）, 原新乡市公安局局长（已被双规）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员会地址︰河南省新乡市人民东路甲 1 号市政府综合办公楼市政法

委   
邮编:453000  
新乡市政法委：373-3696261，373-3696298，373-3696376， 
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孟钢 (已被停职调查 2014/12)  
新乡市公安局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新飞大道 66 号  
邮编︰453000  
电话：0373-50305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1 
迫害案例:  

 追查原河南省新乡市政法委书记孟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0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6212 
序号：67 
姓名: 赵国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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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单位: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党校“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黄河西路 五号院 邮编:462300 
电话: 0395-6166799 6161166 
办公室 0395-6161787 
电子邮箱 ycqwdx@126.com 
“洗脑班”赵国焕：13069553812 宅 0395-232238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2 
迫害案例:  

 追查原河南省新乡市政法委书记孟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0 

  
编号: 46214 
序号：68 
姓名: 王建业 
职务: 书记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八七路中段 邮编：461500 
长葛市政法委办电话：374-6189850 
电话：374-618936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15 
序号：69 
姓名: 刘延召 
职务: 局长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八七路中段 679 号邮编:461500 
电话: 6122161 
局长刘延召：6122161-32201 1390374282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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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16 
序号：70 
姓名: 刘书伟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八七路中段 679 号邮编:461500 
电话: 6122161 
刘书伟 1383901582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17 
序号：71 
姓名: 宋保伟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八七路中段 679 号邮编:461500 
电话: 6122161 
宋保伟 1883990236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18 
序号：72 
姓名: 赵坤岭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八七路中段 679 号邮编:461500 
电话: 6122161 
赵坤岭 1883990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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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19 
序号：73 
姓名: 马俊峰 
职务: 国保大队办公室主任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八七路中段 679 号邮编:461500 
电话: 6122161 
马俊峰 1340936487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20 
序号：74 
姓名: 马光禹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长葛市葛天大道 邮编：461500 
邮箱：53494117@qq.com 
电话 0374-689108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21 
序号：75 
姓名: 黄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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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官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长葛市葛天大道 邮编：461500 
邮箱：53494117@qq.com 
电话 0374-6891081  
检察官黄丽华 0374-6891161、1523748955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22 
序号：76 
姓名: 董景阳 
职务: 代理检察官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长葛市葛天大道 邮编：461500 
邮箱：53494117@qq.com 
电话 0374-6891081  
代理检察官 董景阳 1383904375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23 
序号：77 
姓名: 赵明辉 
职务: 法官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长葛市潩水南路 426 号 邮政编码：461500 
电话：0374-6110518 
法官赵明辉 0374-6110589、1384985225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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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24 
序号：78 
姓名: 王书刚 
职务: 所长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看守所   邮编:461500 
电话: 374-616530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25 
序号：79 
姓名: 郑俊杰 
职务: 所长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后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后河镇 邮编： 461503 
长葛市后河镇派出所电话：374-612216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26 
序号：80 
姓名: 车广生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后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后河镇 邮编： 461503 
长葛市后河镇派出所电话：374-612216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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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227 
序号：81 
姓名: 朱绍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河南省长葛市后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后河镇 邮编： 461503 
长葛市后河镇派出所电话：374-612216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2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长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遂江、卢松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13 

  
编号: 46861 
序号：82 
姓名: 闫明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河南省郑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新密市嵩山大道 东段 61 号 新密邮政 841 信箱 邮编：452370 
电话: 办公室 0371-69812604 
总机 0371-66982315 
狱政科 0371-6981264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法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0 

  
编号: 46862 
序号：83 
姓名: 李绍生 
职务: 刑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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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河南省郑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新密市嵩山大道 东段 61 号 新密邮政 841 信箱 邮编：452370 
电话: 办公室 0371-69812604 
总机 0371-66982315 
狱政科 0371-6981264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法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0 

  
编号: 46863 
序号：84 
姓名: 张宇宝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河南省郑州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新密市嵩山大道 东段 61 号 新密邮政 841 信箱 邮编：452370 
电话: 办公室 0371-69812604 
总机 0371-66982315 
狱政科 0371-6981264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法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0 

  
编号: 46864 
序号：85 
姓名: 郭用周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北大街 邮编: 456300 
电话: 办公室 0372-771126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4 
迫害案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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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法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0 

  
编号: 46865 
序号：86 
姓名: 李林生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朝阳路 西段 邮编: 456300 
电话: 值班 0372-77680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法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0 

  
编号: 46866 
序号：87 
姓名: 周秀文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朝阳路 西段 邮编: 456300 
电话: 值班 0372-77680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法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0 

  
编号: 46867 
序号：88 
姓名: 张明霞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朝阳路 西段 邮编: 456300 
电话: 值班 0372-77680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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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法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0 

  
编号: 46868 
序号：89 
姓名: 郭大盟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朝阳路 西段 邮编: 456300 
电话: 值班 0372-77680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法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0 

  
编号: 46869 
序号：90 
姓名: 项东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建设路 邮编: 456300 
电话: 0372-77252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法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0 

  
编号: 46870 
序号：91 
姓名: 谢贵恩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西大街 邮编: 456300 
电话:（县公安局）0372-7711236 0372-772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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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国保大队）0372-7726625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谢贵恩（男约 50 多岁 内黄县豆公乡孙村人）: 0372-7715468 办 511804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7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法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0 

  
编号: 46871 
序号：92 
姓名: 苏海强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西大街 邮编: 456300 
电话:（县公安局）0372-7711236 0372-7726114 
（县国保大队）0372-772662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7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法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0 

  
编号: 46872 
序号：93 
姓名: 王俊安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西大街 邮编: 456300 
电话:（县公安局）0372-7711236 0372-7726114 
（县国保大队）0372-772662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7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法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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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086 
序号：94 
姓名: 弋振立 
职务: 书记 （原任）（现任河南省司法厅副厅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政法委员会地址︰河南省新乡市人民东路甲 1 号市政府综合办公楼市政法

委  
邮编︰453000 
新乡市政法委：373-3696261，373-3696298，373-3696376， 
书记弋振立：373-3696309 
河南省司法厅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四路 8 号  
邮编：450003   
电话：0371-5900613 ， 0371-65900261，传真：0371-6590638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7087 
序号：95 
姓名: 孙勇 
职务: 书记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学院路  邮编：453002 区委 电话：0373-
3058101 (0373)30581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7088 
序号：96 
姓名: 姚宇新 
职务: 所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看守所      邮编︰453000 
所长姚宇新电话：0373--5115601 手机号：13937323111 1863736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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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7089 
序号：97 
姓名: 袁一昕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看守所  邮编︰453000 
教导员袁一昕 电话：0272--5115603 手机号：13598711209 1863732224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7090 
序号：98 
姓名: 张树忠 
职务: 政委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卫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卫北派出所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和平大道北 35 号 邮编：453003 
电话︰0373-2627032, 0373-2814742 
张树忠政委电话： 2650002 13839058906 18637393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9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7091 
序号：99 
姓名: 任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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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荣校路 180 号   邮编︰453000 
电话︰0373-51270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9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7092 
序号：100 
姓名: 李天蔚 
职务: 公诉科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荣校路 180 号   邮编︰453000 
电话︰0373-5127099 
公诉科科长李天蔚手机：1853730768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9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7093 
序号：101 
姓名: 赵锦鹏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荣校路 180 号   邮编︰453000 
电话︰0373-51270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9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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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094 
序号：102 
姓名: 耿梅红 
职务: 院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宏力大道 398 号      邮编︰453000 
电话：0373-37692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9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7095 
序号：103 
姓名: 郝章勇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宏力大道 398 号   邮编︰453000 
电话：0373-3769258,  
审判员郝章勇: 0373-376922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9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7096 
序号：104 
姓名: 邱么润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宏力大道 398 号      邮编︰453000 
电话：0373-37692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9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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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7097 
序号：105 
姓名: 翟希顺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宏力大道 398 号      邮编︰453000 
电话：0373-376925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9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7098 
序号：106 
姓名: 郭梅珍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宏力大道 398 号      邮编︰453000 
电话：0373-3769258  刑庭庭长郭梅珍 0373-376921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9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继周、李瑞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85 

  
编号: 47658 
序号：107 
姓名: 赵微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入狱)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5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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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57 

  
编号: 47659 
序号：108 
姓名: 岳金山 
职务: 副区长（分管政法） 
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市文明大道中段 邮编：45500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5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57 

  
编号: 47705 
序号：109 
姓名: 许国顺 
职务: 书记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 办）河南省沁阳市怀府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市政法委）0391-5699550 5611088 
（市 610 办）0391-5693610 
市政法委书记许国顺 : 办 0391-5699550 561108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编号: 47706 
序号：110 
姓名: 侯丽 
职务: 副局长 (专管国保大队)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团结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 （市局）0391-5696440 5696441 5696443  
（国保大队）0391-5696445 转分机 53541  
副局长侯丽 (侯莉 专管国保大队) : 1394966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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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编号: 47707 
序号：111 
姓名: 张海军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团结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 （市局）0391-5696440 5696441 5696443  
（国保大队）0391-5696445 转分机 53541 副大队长张海军: 1383911991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编号: 47708 
序号：112 
姓名: 党孝举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团结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 （市局）0391-5696440 5696441 5696443  
（国保大队）0391-5696445 转分机 53541  
警察党孝举（国保副队长）: 1833913533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编号: 47709 
序号：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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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冯华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现太行派出所副所长〉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团结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 （市局）0391-5696440 5696441 5696443  
（国保大队）0391-5696445 转分机 53541  
警察冯华伟（男 沁阳原国保大队警员 最积极参与迫害 现任沁阳市公安局太行派出所副所长）: 
15539165735 
太行所地址 河南省沁阳市怀府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 565911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9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编号: 47710 
序号：114 
姓名: 韩萱 
职务: 副院长 (专管迫害法轮功)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沁阳市怀府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 0391-5687320 转 8009 
办公室值班 0391-2656010 
传真 0391-5697798 
刑庭 0391-2656077 2656044 2656042 
市法院副院长韩萱 (专管迫害法轮功) : 副院长 0391-5697515 5697516 569757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1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编号: 47711 
序号：115 
姓名: 秦磊磊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沁阳市怀府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 0391-5687320 转 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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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值班 0391-2656010 
传真 0391-5697798 
刑庭 0391-2656077 2656044 2656042 
审判员秦磊磊: 0391-265604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1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编号: 47712 
序号：116 
姓名: 张军磊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河南省沁阳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河南省沁阳市怀府西路 邮编: 454550 
电话: 0391-5687320 转 8009 
办公室值班 0391-2656010 
传真 0391-5697798 
刑庭 0391-2656077 2656044 2656042 
书记员张军磊: 0391-265604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1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沁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江涛、栗太枝、田长青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