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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编号: 65842 

序号：1 

姓名: 晏能友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洛碛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和平路 101-8 号 邮编：401137 

电话：023-67381975  023-67611647  023-67615044  023-676150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郭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编号: 65843 

序号：2 

姓名: 陈远元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洛碛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和平路 101-8 号 邮编：401137 

电话：023-67381975  023-67611647  023-67615044  023-676150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郭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编号: 65844 

序号：3 

姓名: 杨志刚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洛碛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和平路 101-8 号 邮编：401137 

电话：023-67381975  023-67611647  023-67615044  023-67615040 

副所长杨志刚：1512383480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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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郭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编号: 65845 

序号：4 

姓名: 李宇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洛碛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和平路 101-8 号 邮编：401137 

电话：023-67381975  023-67611647  023-67615044  023-676150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郭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编号: 65846 

序号：5 

姓名: 范伟 

职务: 公诉科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平支街 3 号  邮编：401120 

电话：办公室 023-67821673 

公诉科范伟：023-6718162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郭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编号: 65847 

序号：6 

姓名: 戴军 

职务: 院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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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大道 418 号 邮编：401120 

电话：办公室 023-67188900 传真 023-67188900 值班室 023-67188976 

刑庭 023-67188960 

区法院院长戴军：023-67188999 1390837075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郭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编号: 65848 

序号：7 

姓名: 雷中权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凤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长寿区凤城镇创业街 7 号   邮编: 401220 

电话：023-40289110 

教导员雷中权：13098789878  4028918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郭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编号: 65849 

序号：8 

姓名: 朱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凤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长寿区凤城镇创业街 7 号   邮编: 401220 

电话：023-40289110 

副所长朱军：13608312974  4028918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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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郭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编号: 65850 

序号：9 

姓名: 蒋达友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凤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长寿区凤城镇创业街 7 号   邮编: 401220 

电话：023-40289110 

副所长蒋达友：13637779876  4028918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5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郭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编号: 65851 

序号：10 

姓名: 陈乙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凤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长寿区凤城镇创业街 7 号   邮编: 401220 

电话：023-40289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5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郭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编号: 65852 

序号：11 

姓名: 廖欣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凤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长寿区凤城镇创业街 7 号   邮编: 401220 

电话：023-402891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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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廖欣：136176986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5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郭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编号: 65853 

序号：12 

姓名: 王忠锡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凯歌路三支路 99 号 邮编：401120 

电话：监督（023）67181613 

驻所检察室（023）67486018 

区看守所所长王忠锡：1370941657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5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郭云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045 

序号：13 

姓名: 谢翔 

职务: 国保支队“项目组”人员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重庆市渝北区锦湖路 106 号 邮编：401120 

电话：区分局 023-67821891 国保支队 023-67810886 

国保支队“项目组”人员谢翔(专案组人员)：1398314685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4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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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046 

序号：14 

姓名: 王国江 

职务: 国保支队“项目组”人员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重庆市渝北区锦湖路 106 号 邮编：401120 

电话：区分局 023-67821891 国保支队 023-67810886 

国保支队“项目组”人员王国江(专案组人员 警号 109434)：13500370151 住 渝北区兴盛大道吉安园龙

头寺小区 7 栋 20-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4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047 

序号：15 

姓名: 杨荣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龙山大道 邮编：401147 

电话：023-67063684 

所长杨荣： 023-6706368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4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048 

序号：16 

姓名: 李兆江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龙山大道 邮编：401147 

电话：023-67063684 

副所长李兆江： 023-67068119 

单位系统:公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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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4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049 

序号：17 

姓名: 李高海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龙山大道 邮编：401147 

电话：023-67063684 

教导员李高海： 023-670636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4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050 

序号：18 

姓名: 白晓琴 

职务: 党工委书记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 70 号 邮编：401147 

电话：023-67612401  023-67615930 

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白晓琴： 023-6761240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051 

序号：19 

姓名: 徐吉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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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政法书记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 70 号 邮编：401147 

电话：023-67612401  023-67615930 

办事处政法书记徐吉江：023-67612401  023-6761593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052 

序号：20 

姓名: 罗益春 

职务: “610办公室”主任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 70 号 邮编：401147 

电话：023-67612401  023-67615930 

街道“610 办公室”主任罗益春： 13350319333  023-6761593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053 

序号：21 

姓名: 王安全 

职务: 书记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冉家坝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锦橙路 388 号 邮编：401147 

电话：023-6766234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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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054 

序号：22 

姓名: 鲜亚勇 

职务: 院长 (原任)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长寿路 37 号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25262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055 

序号：23 

姓名: 庹清文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检察院)重庆市长寿区黄桷路 4 号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403841 

原区检察院检察长庹清文（男，45 岁，汉族，籍贯重庆铜梁，大学学历，法学学士。1989 年参加工

作，1998 年加入中共。历任九龙坡区反贪局局长，监察 局副局长、区纪委副书记，长寿区检察院检

察长。现任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市纪委派驻林业局纪检组组长、监察专员。）︰市林业局地址 重

庆市渝北区龙华大道新 牌坊三路 366 号 邮编 401147 电话 023-8918764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056 

序号：24 

姓名: 邹楚蕾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原任)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检察院)重庆市长寿区黄桷路 4 号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403841 

原公诉科科长邹楚蕾（纪检组长）︰40401365 139960585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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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057 

序号：25 

姓名: 游治民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桃源大道 1 号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666666 02340586510 023-40244089 

局长办 023-406665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058 

序号：26 

姓名: 黄平明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回兴街道凯歌路三支路 99 号 邮编︰401120 

电话︰监督（023）67181613 

驻所检察室（023）67486018 

教导员黄平明︰1350037028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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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059 

序号：27 

姓名: 吴大茂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重庆市永川女子监狱 （重庆市女子监狱 九龙坡区走马镇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原址)重庆永川市红炉镇月琴坝 邮编：402194 

电话：值班 49334345 传真 9334565 

(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镇乐园村 邮编：401329 

电话：023-67720291 

值班 65771906 

传真 65771909 

一监区 023-65777500、65777503、65777504、65777505、65777506 

原永川女子监狱监狱长吴大茂（男，2009 年 10 月份以前）：023-49334565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渝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云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编号: 66229 

序号：28 

姓名: 童木兰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巴南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巴县大道 41 号 邮编：401320 

电话：023-86996089 

区看守所警察童木兰（女）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8340 

序号：29 

姓名: 伍永东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锦湖路 106 号   邮编:4011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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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3-67821891 023-67822691 

电话:伍永东  023-61998172 023-6781086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41 

序号：30 

姓名: 邹胜勇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锦湖路 106 号   邮编:401120    

电话: 023-67821891 023-67822691 

电话:邹胜勇  13608331813 023-6781086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42 

序号：31 

姓名: 苟鹏 

职务: 书记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双元大道 196 号  邮政编码：400711 

电话：(023)68202217 

传真：023-6820266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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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343 

序号：32 

姓名: 戴萍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双柏路 358 号   邮编:400700    

电话: 023-68341900  023-68342000  23-6834200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44 

序号：33 

姓名: 龙安静 

职务: 代理检察员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双柏路 358 号   邮编:400700    

电话: 023-68341900  023-68342000  23-6834200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45 

序号：34 

姓名: 吴佳斌 

职务: 院长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碚南大道 507 号   邮编:400700    

电话:023-6831667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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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46 

序号：35 

姓名: 邓海燕 

职务: 院长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碚南大道 507 号   邮编:400700    

电话:023-68316671 

邓海燕（审判长） 023-6831667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47 

序号：36 

姓名: 吴向前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碚南大道 507 号   邮编:400700    

电话:023-6831667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48 

序号：37 

姓名: 韩念超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碚南大道 507 号   邮编:400700    

电话:023-683166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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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49 

序号：38 

姓名: 吴明轩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碚南大道 507 号   邮编:400700    

电话:023-68316671 

吴明轩（书记员） 023-6831653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50 

序号：39 

姓名: 彭勇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同兴园区二路 99 号   邮编: 400700  

电话:23-68277201 

蔡家派出所所长彭勇 1896232298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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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351 

序号：40 

姓名: 刘渝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同兴园区二路 99 号   邮编: 400700  

电话:23-68277201 

副所长刘渝：135945457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52 

序号：41 

姓名: 兰波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同兴园区二路 99 号   邮编: 400700  

电话:23-68277201 

副所长兰波:1367760099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53 

序号：42 

姓名: 刘小松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同兴园区二路 99 号   邮编: 400700  

电话:23-68277201 

指导员刘小松：13996465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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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54 

序号：43 

姓名: 李康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同兴园区二路 99 号   邮编: 400700  

电话:23-68277201 

警察李康:159093927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55 

序号：44 

姓名: 康建设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同兴园区二路 99 号   邮编: 400700  

电话:23-68277201 

警察康建设:1388370395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56 

序号：45 

姓名: 向峰 

职务: 警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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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同兴园区二路 99 号   邮编: 400700  

电话:23-68277201 

警察向峰:1363830571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68357 

序号：46 

姓名: 戴光伟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北路 188 号 邮政编码：400711 

电话：023-68316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北碚区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晓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编号: 70353 

序号：47 

姓名: 李强 

职务: 主任 

单位: 重庆市荣昌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 610 办)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昌龙大道 29 号   公安局 10

楼    邮编：402460 

电话：(区政法委) 023-46732268 

(610 办)  023-46749093 

区“610 办公室” 主任李强：宅 46741243  1336833377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3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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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荣昌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祖彬、朱勇、金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编号: 70354 

序号：48 

姓名: 李雅洁 

职务: 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 

单位: 重庆市荣昌区、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府）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迎宾大道 26 号    邮编：402460 

电话：（区政府）023-46732859  办公室 023-46733063 

地址：（区分局）重庆荣昌区昌龙大道 29 号  邮编：402460 

电话：（区分局）023-4673352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荣昌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祖彬、朱勇、金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编号: 70355 

序号：49 

姓名: 欧彬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重庆市荣昌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检察院)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向阳路 159 号    邮编：402460 

电话： (综合办)023-46783813 值班（白天）023-46783813 （夜间）023-46783812  023-46783812  

传真 023-46784835 

区检察院检察长欧彬：023-46235701  1350948763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荣昌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祖彬、朱勇、金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编号: 70356 

序号：50 

姓名: 向前 

职务: 院长 

单位: 重庆市荣昌区法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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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法院）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昌龙大道 47 号 邮编：402460 

电话： (综合办)  023-46784722 值班（白天）023-46784720 （夜间）023-46787531 

传真 023-46788193 

区法院院长向前：023-46788478  139833049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荣昌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祖彬、朱勇、金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编号: 70357 

序号：51 

姓名: 黄常菊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重庆市荣昌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法院）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昌龙大道 47 号 邮编：402460 

电话： (综合办)  023-46784722 值班（白天）023-46784720 （夜间）023-46787531 

传真 023-46788193 

区法院刑庭庭长黄常菊：1388367014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荣昌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祖彬、朱勇、金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编号: 70358 

序号：52 

姓名: 王小辉 

职务: 刑庭副庭长 

单位: 重庆市荣昌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法院）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昌龙大道 47 号 邮编：402460 

电话： (综合办)  023-46784722 值班（白天）023-46784720 （夜间）023-46787531 

传真 023-46788193 

区法院刑庭副庭长王小辉： 023-46784723 1592261507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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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荣昌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祖彬、朱勇、金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编号: 70359 

序号：53 

姓名: 唐帅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重庆市荣昌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法院）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昌龙大道 47 号 邮编：402460 

电话： (综合办)  023-46784722 值班（白天）023-46784720 （夜间）023-46787531 

传真 023-46788193 

区法院主审法官唐帅：023-46782310 1770833558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荣昌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祖彬、朱勇、金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编号: 70360 

序号：54 

姓名: 周赟珏 

职务: 刑二庭副庭长 

单位: 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第五法院）重庆渝中区大溪沟人民路 13 号    邮编：400015 

电话：（市第五法院）023-63905268  023-63900077 传真 023-63914739 

刑二庭副庭长周赟珏：023-6390555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6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荣昌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祖彬、朱勇、金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编号: 70361 

序号：55 

姓名: 尹华 

职务: 法官 

单位: 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第五法院）重庆渝中区大溪沟人民路 13 号    邮编：4000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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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话：（市第五法院）023-63905268  023-63900077 传真 023-63914739 

法官尹华（一合议庭）：023-6390532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6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荣昌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祖彬、朱勇、金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编号: 70362 

序号：56 

姓名: 粱婷 

职务: 法官 

单位: 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第五法院）重庆渝中区大溪沟人民路 13 号    邮编：400015 

电话：（市第五法院）023-63905268  023-63900077 传真 023-63914739 

法官粱婷（三合议庭）：023-6390532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6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荣昌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何祖彬、朱勇、金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编号: 70582 

序号：57 

姓名: 黄伟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重庆市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市政法委 610 办) 重庆市渝北区红石路 241 号  邮编 : 401147 

电话 : (市政法委 610 办) 023-67908003  值班室 023-63841194  传真 023-63758401 

市委“610 办公室”副主任黄伟：023-71687001  1360835570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8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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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583 

序号：58 

姓名: 舒银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分局）重庆市九龙坡区红狮大道 1 号  邮编 : 400039   

电话 :（区分局）023-63752701 023-68159588  023-63750070  023-63750071  传真 023-68159688  国保

支队 023-68959029 

国保大队长舒银（苏银）：023-68159501 15922664537 13808364433 

传真 023-6815968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8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7 

  

编号: 70584 

序号：59 

姓名: 蒲恒景 

职务: “洗脑班”成员 (原九龙坡区西彭镇铝城中学工会主席) 

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九龙坡区“洗脑班”）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渝州路 88 号  快莱一号

连锁酒店（交通局内部招待所）邮编 : 400041 

电话 : （九龙坡区“洗脑班”/快莱酒店） 023-68629001/68632868/68630199 

区“洗脑班”成员蒲恒景 (女，50 岁左右，原九龙坡区西彭镇铝城中学工会主席)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8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7 

  

编号: 70585 

序号：60 

姓名: 王烈强 

职务: 成员 

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九龙坡区“洗脑班”）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渝州路 88 号  快莱一号

连锁酒店（交通局内部招待所）邮编 : 400041 

电话 : （九龙坡区“洗脑班”/快莱酒店） 023-68629001/68632868/686301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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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8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7 

  

编号: 70586 

序号：61 

姓名: 刘兴贵 (音) 

职务: 成员 

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九龙坡区“洗脑班”）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渝州路 88 号  快莱一号

连锁酒店（交通局内部招待所）邮编 : 400041 

电话 : （九龙坡区“洗脑班”/快莱酒店） 023-68629001/68632868/68630199 

区“洗脑班”成员刘兴贵（音，女）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8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