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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编号: 43024 
序号：1 
姓名: 苏荣 
职务: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委、西宁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宁市政法委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关街 43 号  邮编:810000 
政法委电话：0971-8233309 0971-8230617（0971823061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4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曹生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3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编号: 43025 
序号：2 
姓名: 张谦 
职务: 西宁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西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府）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黄河路 142 号 邮编: 810001 
电话：0971-6158615 0971-2215599 市府热线 0971-12345 
地址:（市公安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 32 号 邮编:810000 
电话: 0971-8239190 总机 0971-8248915 办公室 0971-8263286 
国保支队 0971-8247576 邮箱 qhsxnsgaj@163.com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谦: 1860311159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5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曹生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3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编号: 43026 
序号：3 
姓名: 陈小龙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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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公安局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 32 号   邮编:810000 
电话: 西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0971-8251673 
陈小龙 1338971006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6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曹生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3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编号: 43027 
序号：4 
姓名: 陈涛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 32 号 邮编:810000 
电话: 0971-8239190 总机 0971-8248915 办公室 0971-8263286 
国保支队 0971-8247576 邮箱 qhsxnsgaj@163.com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7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曹生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3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编号: 43028 
序号：5 
姓名: 孙伟 
职务: 诉讼科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 908 号     邮编:810003 
电话: 0971-512510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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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曹生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3 

  
编号: 43029 
序号：6 
姓名: 陈伟 
职务: 诉讼科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 908 号     邮编:810003 
电话: 0971-512510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9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曹生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3 

  
编号: 43030 
序号：7 
姓名: 詹小林 
职务: 刑事二庭庭长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祁连路 870 号      邮编:810003 
电话:   城北区法院电话：0971-5131292; 
传真：0971-5131292; 
邮箱：chengbeify@163.com 
詹小林：0971-513215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30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曹生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3 

  
编号: 43031 
序号：8 
姓名: 李建福 
职务: 党委书记、监狱长 
单位: 青海省海北州门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治州 门源回族自治县 青石嘴镇 黑石嘴村 
邮政编码：8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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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970 86161866       传真： 86161866 
联系人：李建福 E-mail： 86161866@qq.com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31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曹生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23 

  
编号: 43436 
序号：9 
姓名: 左予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宁市公安局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 32 号   邮编:810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36 
迫害案例:  

  
编号: 43437 
序号：10 
姓名: 张静 
职务: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 
单位: 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泰安市公安局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 2 号  邮编：271000 
电话：0538-8275052   0538-827511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437 
迫害案例:  

  
编号: 45370 
序号：11 
姓名: 刘海成 
职务: 书记 
单位: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办公室）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格尔木西路 8
号 市政法委 邮编:817000 
电话/传真:（市委办公室）(0977)8228608 
（组织部）0977-228647 
（宣传部）0977-22861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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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70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德令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69 

  
编号: 45371 
序号：12 
姓名: 顾建岚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政法委、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办公室）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格尔木西路 8
号 市政法委 邮编:817000 
电话/传真:（市委办公室）(0977)8228608 
（组织部）0977-228647 
（宣传部）0977-22861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71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德令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69 

  
编号: 45372 
序号：13 
姓名: 陈发恩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 
单位: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昆仑路 32 号 邮编:817000 
电话: 0977-8216562、8216561、8223519 
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发恩：137097730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72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德令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6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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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73 
序号：14 
姓名: 邢汝军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昆仑路 32 号 邮编:817000 
电话: 0977-8216562、8216561、8223519 
副局长邢汝军：137097792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73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德令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69 

  
编号: 45374 
序号：15 
姓名: 赵林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昆仑路 32 号 邮编:817000 
电话: 0977-8216562、8216561、8223519 
国保大队队长赵林：1363977082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74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德令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69 

  
编号: 45375 
序号：16 
姓名: 霍文路 
职务: 所长 
单位: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公安局怀头他拉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他拉镇东滩村 邮编:817000 
电话: 0977-8207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7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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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青海省德令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69 

  
编号: 45376 
序号：17 
姓名: 杜维东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新源路 10 号 邮编:817000 
电话: 0977-8218280 
值班 0977-8229235 
市检察院检察长杜维东：0977-822858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76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德令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69 

  
编号: 45377 
序号：18 
姓名: 方有惠 
职务: 公诉科长 
单位: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新源路 10 号 邮编:817000 
电话: 0977-8218280 
值班 0977-8229235 
公诉科长方有惠：137097767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77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德令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69 

  
编号: 45378 
序号：19 
姓名: 刘延成 
职务: 所长 
单位: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公安局看守所 邮编:8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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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令哈市看守所电话:（市公安局）0977-821656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78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德令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69 

  
编号: 45379 
序号：20 
姓名: 何永胜 
职务: 法官 
单位: 青海省德令哈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青海省海西德令哈市新源路 14 号 邮编 817000 
电话：0977-8229339、0977-821612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79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德令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69 

  
编号: 46134 
序号：21 
姓名: 张光荣 
职务: 书记 
单位: 青海省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路 346 号 邮编:810000 
电话: 09718483558 
传真 0971-8482458 0971-8483245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4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编号: 46135 
序号：22 
姓名: 韩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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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 32 号 邮编:810000 
电话: 0971-8239190 总机 0971-8248915 办公室 0971-8263286 
国保支队 0971-8247576 邮箱 qhsxnsgaj@163.com 
国保支队长韩玉清: 0971-824757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5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编号: 46136 
序号：23 
姓名: 陈中文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 32 号 邮编:810000 
电话: 0971-8239190 总机 0971-8248915 办公室 0971-8263286 
国保支队 0971-8247576 邮箱 qhsxnsgaj@163.com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6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编号: 46137 
序号：24 
姓名: 姚宏义 
职务: 国保副大队长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 32 号 邮编:810000 
电话: 0971-8239190 总机 0971-8248915 办公室 0971-8263286 
国保支队 0971-8247576 邮箱 qhsxnsgaj@163.com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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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编号: 46138 
序号：25 
姓名: 蒲智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新宁路 9 号 邮编:810008 
电话: 0971-6155097 09716155097 咨询 0971-61550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8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编号: 46139 
序号：26 
姓名: 蔡建青 
职务: 局长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 15 号 邮编: 810003 
电话: 097151251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9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编号: 46140 
序号：27 
姓名: 刘红林 
职务: 所长 
单位: 青海省西宁第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廿里铺 邮编: 810016 
电话: 0971-5311982 
西宁第一看守所所长刘红林（监管支队副队长）: 办 0971-531072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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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40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编号: 46141 
序号：28 
姓名: 马国亮 
职务: 所长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小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建设南巷 15 号 邮编: 810003 
电话: 09715130090 
所长马国亮: 办 0971-5130090-8007 139972232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41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编号: 46142 
序号：29 
姓名: 王苏 
职务: 所长 
单位: 青海省西宁市马坊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柴达木路 91 号 邮编:810017 
电话: 0971-5220312 
所长王苏: 办 0971-5220312 宅 0971-5501657 1399722312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42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宗华、刘其龙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