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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 
 

编号: 48861 

序号：1 

姓名: 朱小林 

职务: 厅长 

单位: 湖北省国家安全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特 1 号   邮编：430070 

电话：027-22119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61 

迫害案例:  

 追查原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现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赵飞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50 

  

编号: 48876 

序号：2 

姓名: 蔡红耘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 汉口湖边坊特 1 号，邮编:430015 

电话：027-8242416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76 

迫害案例:  

 追查原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现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赵飞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50 

  

编号: 49497 

序号：3 

姓名: 戢志斌 

职务: 队长 

单位: 湖北省鄂州市国安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凤凰路 55 号 邮政编码: 436000 

戢志斌电话：13607236085 办 0711-375273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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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49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鄂州市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李西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98 

  

编号: 50072 

序号：4 

姓名: 李建军 

职务: 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 北京市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蒲黄渝路 邮编：100078 

北京市安全局李建军：13910887664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201 

序号：5 

姓名: 罗雍 

职务: 局长 

单位: 江西省南昌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抚河南路 616 号  邮政编码:330009 

电话: 0791-3987533； 0791-6571007 , 6571122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201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吉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197 

  

编号: 50922 

序号：6 

姓名: 田勇 

职务: 副厅长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4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2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19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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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922 

迫害案例:  

  

编号: 51207 

序号：7 

姓名: 李淮北 

职务: 四科科长 

单位: 安徽省蚌埠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207 

迫害案例:  

  

编号: 51494 

序号：8 

姓名: 韩怀增 

职务: 队长 

单位: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494 

迫害案例:  

  

编号: 52045 

序号：9 

姓名: 张毅 

职务: 十二处处长 

单位: 福建省国家安全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045 

迫害案例:  

  

编号: 52050 

序号：10 

姓名: 林家武  

职务: 五处副处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9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2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4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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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050 

迫害案例:  

  

编号: 52051 

序号：11 

姓名: 黄宏 

职务: 三处副处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051 

迫害案例:  

  

编号: 52052 

序号：12 

姓名: 王玉榕   

职务: 七处副科长 

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052 

迫害案例:  

  

编号: 52117 

序号：13 

姓名: 林鹏 

职务: 侦察处处长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117 

迫害案例:  

  

编号: 52127 

序号：14 

姓名: 陈木龙 

职务: 副处长 

单位: 福建省厦门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12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0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0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1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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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2142 

序号：15 

姓名: 苏火灶 

职务: 科长 

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国家安全局同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142 

迫害案例:  

  

编号: 52485 

序号：16 

姓名: 熊俊贵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485 

迫害案例:  

  

编号: 52705 

序号：17 

姓名: 范志青 

职务: 局长 

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705 

迫害案例:  

  

编号: 54662 

序号：18 

姓名: 刘放 

职务: 四处副处长 

单位: 贵州省国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6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1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4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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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4663 

序号：19 

姓名: 郝文胜 

职务: 主任科员 

单位: 贵州省国安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63 

迫害案例:  

  

编号: 54926 

序号：20 

姓名: 刘晓宇 

职务: 科员 

单位: 河南省郑州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26 

迫害案例:  

  

编号: 54927 

序号：21 

姓名: 井美英 

职务: 科员 

单位: 河南省郑州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27 

迫害案例:  

  

编号: 55854 

序号：22 

姓名: 李斌 (3) 

职务:  

单位: 黑龙江省国家安全机关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54 

迫害案例:  

  

编号: 55855 

序号：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6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49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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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默 

职务:  

单位: 黑龙江省国家安全机关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55 

迫害案例:  

  

编号: 55856 

序号：24 

姓名: 孙冬 (2) 

职务:  

单位: 黑龙江省国家安全机关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56 

迫害案例:  

  

编号: 55858 

序号：25 

姓名: 王明 (2) 

职务:  

单位: 黑龙江省国家安全机关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58 

迫害案例:  

  

编号: 55864 

序号：26 

姓名: 王嘉禾 

职务: 局长 

单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64 

迫害案例:  

  

编号: 55870 

序号：27 

姓名: 生一彤 

职务: 十三处三科科员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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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70 

迫害案例:  

  

编号: 55871 

序号：28 

姓名: 李大江 

职务: 办公室调研员 

单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71 

迫害案例:  

  

编号: 56371 

序号：29 

姓名: 徐志刚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湖北省襄阳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71 

迫害案例:  

  

编号: 56398 

序号：30 

姓名: 傅鸿建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98 

迫害案例:  

  

编号: 56439 

序号：31 

姓名: 兰建中  

职务: 副秘书长、市国家安全局局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政府、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58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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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439 

迫害案例:  

  

编号: 56827 

序号：32 

姓名: 李平泉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南省株州市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827 

迫害案例:  

  

编号: 56897 

序号：33 

姓名: 凌加强 

职务: 主任 

单位: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2005～，株洲市荷塘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897 

迫害案例:  

  

编号: 56919 

序号：34 

姓名: 黄江衡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南省衡阳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919 

迫害案例:  

  

编号: 57057 

序号：35 

姓名: 罗国飞 

职务: 局长 

单位: 湖南省永州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4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8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8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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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057 

迫害案例:  

  

编号: 57260 

序号：36 

姓名: 李杰 (2) 

职务: 厅长    

单位: 吉林省国家安全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260 

迫害案例:  

  

编号: 57371 

序号：37 

姓名: 朱建清 

职务: 处长 

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371 

迫害案例:  

  

编号: 57585 

序号：38 

姓名: 张磊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国安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585 

迫害案例:  

  

编号: 57590 

序号：39 

姓名: 唐新明 

职务: 副主任科员 

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59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0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2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3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5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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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7778 

序号：40 

姓名: 杜国平 

职务: 八处副处长 

单位: 江苏省镇江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778 

迫害案例:  

  

编号: 57803 

序号：41 

姓名: 王晓军 

职务: 二处处长 

单位: 江苏省泰州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803 

迫害案例:  

  

编号: 58583 

序号：42 

姓名: 巴音郭勒 

职务: 副处长 

单位: 辽宁省大连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8583 

迫害案例:  

  

编号: 58681 

序号：43 

姓名: 王玉军 

职务: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国家安全局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868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7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8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85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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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9008 

序号：44 

姓名: 李义 

职务: 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国家安全局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08 

迫害案例:  

  

编号: 59061 

序号：45 

姓名: 纪疆平 

职务: 局长 

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61 

迫害案例:  

  

编号: 59094 

序号：46 

姓名: 牛国强 

职务: 局长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4 

迫害案例:  

  

编号: 59451 

序号：47 

姓名: 邵国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山东省济南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451 

迫害案例:  

  

编号: 59455 

序号：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0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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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庆泰 

职务: 副调研员 

单位: 山东省济南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455 

迫害案例:  

  

编号: 59456 

序号：49 

姓名: 田涛 

职务: 科长 

单位: 山东省济南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456 

迫害案例:  

  

编号: 59457 

序号：50 

姓名: 王建军 

职务: 八处副科长 

单位: 山东省济南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457 

迫害案例:  

  

编号: 59510 

序号：51 

姓名: 边文君 

职务: 九处主任科员 

单位: 山东省青岛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10 

迫害案例:  

  

编号: 59511 

序号：52 

姓名: 谭军 

职务: 第五处科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4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4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4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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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山东省青岛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11 

迫害案例:  

  

编号: 59512 

序号：53 

姓名: 赵晋 

职务: 副科长 

单位: 山东省青岛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12 

迫害案例:  

  

编号: 59513 

序号：54 

姓名: 谭宝燕 

职务: 十一处科长 

单位: 山东省青岛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13 

迫害案例:  

  

编号: 59514 

序号：55 

姓名: 潘忠义  

职务: 七处三科科长 

单位: 山东省青岛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14 

迫害案例:  

  

编号: 59561 

序号：56 

姓名: 何峰 

职务: 副主任科员 

单位: 山东省淄博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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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61 

迫害案例:  

  

编号: 59574 

序号：57 

姓名: 赵水清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东省淄博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74 

迫害案例:  

  

编号: 59606 

序号：58 

姓名: 于勇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山东省枣庄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606 

迫害案例:  

  

编号: 59743 

序号：59 

姓名: 付金君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 

单位: 山东省潍坊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743 

迫害案例:  

  

编号: 59793 

序号：60 

姓名: 马汉华 

职务: 六科科长 

单位: 山东省济宁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5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6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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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793 

迫害案例:  

  

编号: 59979 

序号：61 

姓名: 张庆余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国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979 

迫害案例:  

  

编号: 59997 

序号：62 

姓名: 董世亮 

职务: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山东省德州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997 

迫害案例:  

  

编号: 60100 

序号：63 

姓名: 孔祥德 

职务: 副科长 

单位: 山东省荷菏泽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00 

迫害案例:  

  

编号: 60101 

序号：64 

姓名: 田建国 

职务: 二科科长 

单位: 山东省荷菏泽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0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7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9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9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10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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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56 

序号：65 

姓名: 邓国荣 

职务: 局长 

单位: 山西省运城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356 

迫害案例:  

  

编号: 60892 

序号：66 

姓名: 蔡旭敏 

职务: 局长 

单位: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92 

迫害案例:  

  

编号: 60893 

序号：67 

姓名: 吴中海 

职务: 局长 

单位: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93 

迫害案例:  

  

编号: 60906 

序号：68 

姓名: 朱小超 

职务: 局长 

单位: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90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3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8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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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0935 

序号：69 

姓名: 巫社广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徐汇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935 

迫害案例:  

  

编号: 60973 

序号：70 

姓名: 彭炜林 

职务: 局长 

单位: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闵行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973 

迫害案例:  

  

编号: 61382 

序号：71 

姓名: 胡学光   

职务: 国安大队民警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382 

迫害案例:  

  

编号: 61625 

序号：72 

姓名: 徐佰军 

职务: 支队长 

单位: 四川省乐山市国内安全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25 

迫害案例:  

  

编号: 61647 

序号：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9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09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3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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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熊建国 

职务: 国安支队支队长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47 

迫害案例:  

  

编号: 61650 

序号：74 

姓名: 罗家新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 

单位: 四川省达州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50 

迫害案例:  

  

编号: 62204 

序号：75 

姓名: 杨嘉武 

职务: 厅长 

单位: 云南省国家安全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04 

迫害案例:  

  

编号: 63096 

序号：76 

姓名: 吕波 

职务:  

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096 

迫害案例:  

  

编号: 63282 

序号：77 

姓名: 赵邦斌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16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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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调研员、七处处长 

单位: 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282 

迫害案例:  

  

编号: 63388 

序号：78 

姓名: 田一成 

职务: 局长、党委书记   

单位: 浙江省绍兴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388 

迫害案例:  

  

编号: 63461 

序号：79 

姓名: 张淑珺 

职务: 党委委员 

单位: 浙江省舟山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461 

迫害案例:  

  

编号: 63728 

序号：80 

姓名: 马时明 

职务: 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局长，浙江省国家安全厅纪委副书记，浙江省国家安全厅党委委员、政

治部主任，浙江省司法厅副巡视员 

单位: 国家安全局，浙江省国家安全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728 

迫害案例:  

  

编号: 64731 

序号：81 

姓名: 张义东 (2) 

职务: 局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3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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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黑龙江省鸡西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省鸡西市西山路 鸡西市国家安全局  邮编：158100 

电话：2355518 

局长张义东办公电话 0467-2386566 1335167366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31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鸡西市非法抓捕汤续凤、刘长吉、王秀珍等 12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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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19 

  

编号: 64732 

序号：82 

姓名: 宋文爽 

职务: 国安支队长 

单位: 黑龙江省鸡西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省鸡西市西山路 鸡西市国家安全局  邮编：158100 

电话：2355518 

国安支队长 宋文爽 1394584455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32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鸡西市非法抓捕汤续凤、刘长吉、王秀珍等 12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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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8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7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