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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编号: 66365 

序号：1 

姓名: 白爱祖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嘉峪关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西路 222 号   邮编：730020   

电话：0931-2318866、0931-8465116、0931-8491122 

副所长白爱祖：133993134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6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祁丽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编号: 66366 

序号：2 

姓名: 柴世贡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盐场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邮编：73004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6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祁丽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编号: 66367 

序号：3 

姓名: 李保民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盐场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邮编：730046 

警察李保民（参与 2011 年非法抓捕）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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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6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祁丽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编号: 66368 

序号：4 

姓名: 李向红 

职务: 综治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盐场堡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盐场路街道盐场堡社区        邮编：73004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6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祁丽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编号: 66369 

序号：5 

姓名: 李绍东 

职务: 综治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盐场堡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盐场路街道盐场堡社区        邮编：73004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6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祁丽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编号: 66370 

序号：6 

姓名: 邢玉恒 

职务: 综治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盐场堡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盐场路街道盐场堡社区        邮编：73004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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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祁丽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编号: 66371 

序号：7 

姓名: 王惠 

职务: 综治员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盐场堡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盐场路街道盐场堡社区        邮编：730046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祁丽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编号: 66372 

序号：8 

姓名: 魏东 (3)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桃树坪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桃树坪 387 号   邮编：73002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祁丽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编号: 66373 

序号：9 

姓名: 黄嘉芃 

职务: 所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戒毒所（龚家湾洗脑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坪北路 136 号   邮编:730050    

电话：0931-2868792 

所长黄嘉芃：136093855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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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祁丽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编号: 66374 

序号：10 

姓名: 张继民 

职务: 总经理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美迩康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西路 360 号   邮编：730020    

电话：0931-8497842、0931-860661、0931-4860699、0931-4860627、0931-2617382 

总经理张继民：13909311718；0931-8497842、0931-8497792、0931-4860661、 

0931-4860637；传真：0931-8497800 

住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定西东路 11 号 222 室   邮编：73002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祁丽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编号: 66375 

序号：11 

姓名: 王志军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美迩康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西路 360 号   邮编：730020    

电话：0931-8497842、0931-860661、0931-4860699、0931-4860627、0931-2617382 

主任王志军：0931-3269257、13399419961、13619330102 

住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干休所 5 号楼 1 单元 402 室  邮编：73002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祁丽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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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400 

序号：12 

姓名: 火荣贵 

职务: 书记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市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北关中路 64 号 邮编：733000 

电话：(市委)0935-2212018 

(政法委) 0935-2212602 

市委书记火荣贵 (男，汉族，1962 年 10 月出生，甘肃景泰人。1984 年 6 月加入中共，1981 年 8 月参

加工作。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甘肃省武威市委书记)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01 

序号：13 

姓名: 黄立新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北关中路 64 号 邮编：733000 

电话：(市委)0935-2212018 

(政法委) 0935-2212602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黄立新：1389350986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02 

序号：14 

姓名: 洪元涛 

职务: 书记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区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 区政府 区政法委 610)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东大街 66 号 邮编：
7330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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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区委 区政法委) 0935-2212586 传真 0935-2214457 

(区政府)0935-2212005 传真 0935-2211571 

区委书记洪元涛：0935-2212586 传真 0935-2214457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03 

序号：15 

姓名: 王永平 

职务: 常务副区长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 区政府 区政法委 610)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东大街 66 号 邮编：
733000 

电话：(区委 区政法委) 0935-2212586 传真 0935-2214457 

(区政府)0935-2212005 传真 0935-2211571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王永平：0935-2212005 传真 0935-221157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04 

序号：16 

姓名: 朱鹏 

职务: 院长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街新建路 1 号 邮编: 733000 

电话：办公室 0939-6115754 院长 0939-6116739    

刑事庭 6116575 

区法院院长朱鹏：院长 0939-611673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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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05 

序号：17 

姓名: 宋光忠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街新建路 1 号 邮编: 733000 

电话：办公室 0939-6115754 院长 0939-6116739    

刑事庭 6116575 

区法院审判长宋光忠：刑事庭 611657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06 

序号：18 

姓名: 王福海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街新建路 1 号 邮编: 733000 

电话：办公室 0939-6115754 院长 0939-6116739    

刑事庭 611657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07 

序号：19 

姓名: 闫会德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法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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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街新建路 1 号 邮编: 733000 

电话：办公室 0939-6115754 院长 0939-6116739    

刑事庭 611657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08 

序号：20 

姓名: 张新明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街新建路 1 号 邮编: 733000 

电话：办公室 0939-6115754 院长 0939-6116739    

刑事庭 611657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09 

序号：21 

姓名: 姜立新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丹阳路 1 号 邮编：733000 

电话：0935-6119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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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66410 

序号：22 

姓名: 郝红朋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丹阳路 1 号 邮编：733000 

电话：0935-6119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11 

序号：23 

姓名: 方维军 

职务: 院长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南关西路西环南路 19 号 邮编：733000 

电话：(市中法) 0935-2212605 0935-2269308 

院长 0939-2214592 

办公室 0939-2258300 

刑事一庭 2214874 二庭 2214308 

中级法院院长方维军（男，汉族，1958 年 8 月出生，1985 年 6 月加入中共，籍贯安徽安庆，中央党

校大学学历，1974 年 5 月参加工作，现任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院长 0939-

2214592 宅 0936-8212836 1390936186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12 

序号：24 

姓名: 赵雪梅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南关西路西环南路 19 号 邮编：7330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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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市中法) 0935-2212605 0935-2269308 

院长 0939-2214592 

办公室 0939-2258300 

刑事一庭 2214874 二庭 2214308 

审判长赵雪梅：刑事一庭 2214874 二庭 22143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13 

序号：25 

姓名: 蔡立斌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南关西路西环南路 19 号 邮编：733000 

电话：(市中法) 0935-2212605 0935-2269308 

院长 0939-2214592 

办公室 0939-2258300 

刑事一庭 2214874 二庭 2214308 

审判员蔡立斌：刑事一庭 2214874 二庭 22143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14 

序号：26 

姓名: 田杰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南关西路西环南路 19 号 邮编：733000 

电话：(市中法) 0935-2212605 0935-2269308 

院长 0939-2214592 

办公室 0939-2258300 

刑事一庭 2214874 二庭 2214308 

代理审判员田杰：宅 0421－7828399  139421310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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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15 

序号：27 

姓名: 张光辉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南关西路西环南路 19 号 邮编：733000 

电话：(市中法) 0935-2212605 0935-2269308 

院长 0939-2214592 

办公室 0939-2258300 

刑事一庭 2214874 二庭 2214308 

书记员张光辉：刑事一庭 2214874 二庭 221430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16 

序号：28 

姓名: 马生威 

职务: 书记、校长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武威第十八中学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胜利街 邮编：733000 

电话：0935-2219074 传真 0935-22146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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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417 

序号：29 

姓名: 马勇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武威第十八中学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胜利街 邮编：733000 

电话：0935-2219074 传真 0935-22146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418 

序号：30 

姓名: 刘兴武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武威第十八中学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胜利街 邮编：733000 

电话：0935-2219074 传真 0935-22146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迫害曹生俊、雷鹏和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编号: 66781 

序号：31 

姓名: 李明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民路 90 号 邮编：730900 

电话：0943-8268114 

市公安局局长李明 (男,汉族,1963 年 9 月出生,山东昌邑人,出生地甘肃兰州,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5 年

11 月参加工作,1994 年 10 月加入中共。现任市政府市长助理(兼职)、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兼督察长，任白银市公安局局长)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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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参与诉江的法轮功学员余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0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培富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编号: 66782 

序号：32 

姓名: 李作璧 

职务: 书记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 县政法委 610)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振兴路 18 号 邮编︰730400  

电话︰(县政府)值班室 5523480 传真 5523460 

(县委)0943-5529369 值班室 5523407 传真 5523410 

(县政法委) 0943-5523425 书记 5536689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参与诉江的法轮功学员余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0 

  

编号: 66783 

序号：33 

姓名: 罗文军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上沙沃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上沙沃镇 邮编︰730407 

电话︰(镇委 镇政府) 0943-556509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参与诉江的法轮功学员余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0 

  

编号: 66784 

序号：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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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达选刚 

职务: 所长 (现任寺滩乡派出所所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寺滩乡 邮编︰730406 

乡派出所所长达选刚(现任寺滩乡派出所所长)︰1363930118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景泰县迫害参与诉江的法轮功学员余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0 

  

编号: 66924 

序号：35 

姓名: 周志全 

职务: 政保股警察 

单位: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洮阳镇广场路 8 号 邮编：730500 

电话：0932-2242246 办公室 0932-2394537 0932-2242414 

刑警大队 0932-2242246 转 4516 

局长 0932-2242232 

副局长 0932-2243701 2243700 

县公安局周志全 (周智全 政保股警察)：0932-2242246 转政保股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晏元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编号: 66925 

序号：36 

姓名: 王祥林 

职务: 刑警大队 

单位: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洮阳镇广场路 8 号 邮编：730500 

电话：0932-2242246 办公室 0932-2394537 0932-2242414 

刑警大队 0932-2242246 转 4516 

局长 0932-2242232 

副局长 0932-2243701 2243700 

县公安局王祥林 (刑警大队)：0932-2242246 转 45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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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晏元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编号: 66926 

序号：37 

姓名: 吕振华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洮阳镇广场路 8 号 邮编：730500 

电话：0932-2242246 办公室 0932-2394537 0932-2242414 

刑警大队 0932-2242246 转 4516 

局长 0932-2242232 

副局长 0932-2243701 2243700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吕振华：0932-2242246 转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晏元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编号: 66927 

序号：38 

姓名: 张军 (3) 

职务:  

单位: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太石乡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临洮县太石镇太石村 邮编：730514 

电话：乡（镇）政府 0932-2781022 

乡政府张军：0932-278102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晏元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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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928 

序号：39 

姓名: 高利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巴下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太石镇巴下村 邮编：730514 

电话：0932-22860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晏元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编号: 66929 

序号：40 

姓名: 陈小兵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巴下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太石镇巴下村 邮编：730514 

电话：0932-22860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晏元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编号: 66930 

序号：41 

姓名: 刘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巴下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太石镇巴下村 邮编：730514 

电话：0932-22860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3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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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临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晏元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编号: 66931 

序号：42 

姓名: 董树涛 

职务: 邪教科科长 

单位: 甘肃省天水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天水监狱（甘肃省第三监狱） 

地址：甘肃省甘肃天水市秦城区建设路 196 号 邮编：741000 

电话：0938-8212918 驻监狱检察室 0938-8278094 邪教科 0938-8278945  

科长董树涛（邪教科）：0938-8278945 

单位系统:“610”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3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晏元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编号: 66932 

序号：43 

姓名: 张桂芳 

职务: 邪教科副科长 

单位: 甘肃省天水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天水监狱（甘肃省第三监狱） 

地址：甘肃省甘肃天水市秦城区建设路 196 号 邮编：741000 

电话：0938-8212918 驻监狱检察室 0938-8278094 邪教科 0938-8278945  

副科长张桂芳（女 邪教科干事）：13830855858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3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洮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晏元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编号: 68030 

序号：44 

姓名: 黄金奎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公安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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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环城中路 8 号  邮编：741000 

电话：（市公安局）办公室 0938-8212360  局长办 0938-8298938 

市公安局局长黄金奎：局长办 0938-829893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31 

序号：45 

姓名: 杨元仓 

职务: “610”支队副队长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藉河北路  邮编：741000 

电话：（区分局）0938-8212096   (国保大队)0938-8230070 

“610”支队副队长杨元仓：13909388538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32 

序号：46 

姓名: 张东堂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藉河北路  邮编：741000 

电话：（区分局）0938-8212096   (国保大队)0938-823007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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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033 

序号：47 

姓名: 张宝勇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藉河北路  邮编：741000 

电话：（区分局）0938-8212096   (国保大队)0938-823007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34 

序号：48 

姓名: 熊勇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藉河北路  邮编：741000 

电话：（区分局）0938-8212096   (国保大队)0938-823007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35 

序号：49 

姓名: 刘书元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藉河北路  邮编：741000 

电话：（区分局）0938-8212096   (国保大队)0938-823007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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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36 

序号：50 

姓名: 杨帆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公园路 44 号  邮编：741099 

电话：总机 0938-8629016   0938-8629088   8629028 

刑（事审判第）一庭 0938-8629039  

刑（事审判第）二庭 0938-862905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37 

序号：51 

姓名: 宋一泓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公园路 44 号  邮编：741099 

电话：总机 0938-8629016   0938-8629088   8629028 

刑（事审判第）一庭 0938-8629039  

刑（事审判第）二庭 0938-862905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38 

序号：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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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姓名: 郭智文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公园路 44 号  邮编：741099 

电话：总机 0938-8629016   0938-8629088   8629028 

刑（事审判第）一庭 0938-8629039  

刑（事审判第）二庭 0938-862905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39 

序号：53 

姓名: 李凤勇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公园路 44 号  邮编：741099 

电话：总机 0938-8629016   0938-8629088   8629028 

刑（事审判第）一庭 0938-8629039  

刑（事审判第）二庭 0938-862905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40 

序号：54 

姓名: 彭涛 

职务: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岷峪路（岷玉路） 邮编：741099 

电话： 0938-821126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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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41 

序号：55 

姓名: 王建明 

职务: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交通巷自由路 邮编：741099 

电话：（区法院）0938-8214359  办公室 0938-8221722  刑庭 0938-8223113  0938-8223370  0938-

8222396 

秦州区法院院长王建明：院长室 0938-82123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42 

序号：56 

姓名: 魏素梅 

职务: 审判长（庭长）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交通巷自由路 邮编：741099 

电话：（区法院）0938-8214359  办公室 0938-8221722  刑庭 0938-8223113  0938-8223370  0938-

8222396 

审判长魏素梅（女 庭长）：办（0938）8212396 0938-82231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43 

序号：57 

姓名: 陈刚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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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交通巷自由路 邮编：741099 

电话：（区法院）0938-8214359  办公室 0938-8221722  刑庭 0938-8223113  0938-8223370  0938-

8222396 

代理审判员陈刚：0938-8223370  1891920639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44 

序号：58 

姓名: 张泽喜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交通巷自由路 邮编：741099 

电话：（区法院）0938-8214359  办公室 0938-8221722  刑庭 0938-8223113  0938-8223370  0938-

8222396 

陪审员张泽喜：0938-8214359  0938-82217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045 

序号：59 

姓名: 王华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交通巷自由路 邮编：741099 

电话：（区法院）0938-8214359  办公室 0938-8221722  刑庭 0938-8223113  0938-8223370  0938-

8222396 

书记员王华：0938-8214359  0938-822177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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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审判李翠芳、李义奎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编号: 68696 

序号：60 

姓名: 王立朝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酒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盘旋西路盘旋中路 36 号  邮

编：735000 

电话：0937-2696000  0937-5926000  传真 0937-592614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6 

迫害案例:  

 甘肃省酒泉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关振林、方萍、淘月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编号: 68697 

序号：61 

姓名: 李玉祥 

职务: 书记 

单位: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政法）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西大街 5 号  邮编：735000 

电话：0937-2652142 传真 265214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7 

迫害案例:  

 甘肃省酒泉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关振林、方萍、淘月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编号: 68698 

序号：62 

姓名: 张惠 

职务: 国保大队政委 

单位: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盘旋东路 10 号  邮编：735000  

电话：0937-2633680 0937-2632806 

国保大队政委张惠：0937-2695016 2696635  139937099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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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8 

迫害案例:  

 甘肃省酒泉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关振林、方萍、淘月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编号: 68699 

序号：63 

姓名: 张俊武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盘旋东路 10 号  邮编：735000  

电话：0937-2633680 0937-2632806 

国保警察张俊武：0937-2695052 18993706198 13893700185  办公室 269505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9 

迫害案例:  

 甘肃省酒泉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关振林、方萍、淘月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编号: 68700 

序号：64 

姓名: 王彦荣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盘旋东路 10 号  邮编：735000  

电话：0937-2633680 0937-2632806 

国保警察王彦荣：15293775833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0 

迫害案例:  

 甘肃省酒泉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关振林、方萍、淘月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编号: 68701 

序号：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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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振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盘旋东路 10 号  邮编：735000  

电话：0937-2633680 0937-263280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1 

迫害案例:  

 甘肃省酒泉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关振林、方萍、淘月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编号: 68702 

序号：66 

姓名: 蒋昱程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酒泉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富康路 2 号  邮编：735008  

电话：0937-2679901 267998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2 

迫害案例:  

 甘肃省酒泉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关振林、方萍、淘月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编号: 68703 

序号：67 

姓名: 李晓霞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甘肃省酒泉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富康路 2 号  邮编：735008  

电话：0937-2679901 267998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3 

迫害案例:  

 甘肃省酒泉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关振林、方萍、淘月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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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704 

序号：68 

姓名: 陈立庆 

职务: 院长 

单位: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南大街 58 号  邮编：735000 

电话：0937-2666141  办公室 0937-2652649  0937-2710009 

院长 0937-2666390  院长 0937-2666395 

区法院院长陈立庆：2666390 1330937501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4 

迫害案例:  

 甘肃省酒泉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关振林、方萍、淘月娥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编号: 69319 

序号：69 

姓名: 甘孝礼 

职务: 书记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民路 100 号  邮编：730900 

电话：办公室 0943-8221890  0943-8248185 书记 0943-8248369 

市政法委书记甘孝礼：书记 0943-824836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培富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编号: 69320 

序号：70 

姓名: 陈生华 

职务: “610办公室”主任 (原任）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民路 100 号  邮编：730900 

电话：办公室 0943-8221890  0943-8248185 书记 0943-8248369 

原白银 “610 办公室”主任陈生华(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市 610 办 0943-82229169  市局政保科 0943-

8252332  宅 0943-88128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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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培富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编号: 69321 

序号：71 

姓名: 杨世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检察院, 白银市白银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靖远县检察院地址: （县检察院）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风雷街  邮

编:730600 

电话: （县检察院）0943-6121324  0943-6124725 传真 0943-6128945  邮箱：mail@jyjc.gov.cn 

县检察院检察长杨世华：0943-6124725 13659333599 （2016 年 11 月 15 日去职） 

白银市白银区检察院地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育才路  邮编：730900 

电话：0943-6121324  传真 0943-6128945 

区检察院检察长杨世华：6124725 1800942355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培富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追查甘肃省靖远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秉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50 

  

编号: 69322 

序号：72 

姓名: 郭卫平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白银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中心街 283 号  邮编：730900 

电话：（区分局）0943-8268114  总值班室 0943-82227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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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培富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编号: 69323 

序号：73 

姓名: 张明财 

职务: 政保科长 (原任)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白银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中心街 283 号  邮编：730900 

电话：（区分局）0943-8268114  总值班室 0943-8222770 

政保科长张明财(原任)： 13596197371  办公室 0943-826812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培富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编号: 69324 

序号：74 

姓名: 张胜国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白银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中心街 283 号  邮编：730900 

电话：（区分局）0943-8268114  总值班室 0943-82227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培富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编号: 69325 

序号：75 

姓名: 孟焕奎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人民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民路  邮编：730900 

电话：0943-82227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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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培富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编号: 69326 

序号：76 

姓名: 粱丽霞 

职务: 人员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人民路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730900 

电话：0943-824811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培富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编号: 69327 

序号：77 

姓名: 曾少梅 

职务: 人员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人民路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730900 

电话：0943-824811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培富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编号: 69357 

序号：78 

姓名: 秦华 

职务: 书记, 副市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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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委政法委 610 办)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庆州西路 1 号(原庆阳市西峰

区南大街 144 号) 市政法委 1037 室   邮编：745000 

电话:（市政法委）0934-8212732  调研 0934-8215749 

(市 610 办)传真 0934-8228784 

市政法委书记秦华 (副市长): 8622805 1390934113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58 

序号：79 

姓名: 杨涛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安定东路 19 号    邮编: 745000 

电话: (市公安局) 办公室 0934-8212352  总值班室 0934-8212351 

(国保支队) 0934-8868201  0934-8222236  8222356 

 市公安局局长杨涛:  局长办 0934-821291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59 

序号：80 

姓名: 夏维东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安定东路 19 号    邮编: 745000 

电话: (市公安局) 办公室 0934-8212352  总值班室 0934-8212351 

(国保支队) 0934-8868201  0934-8222236  8222356 

副局长夏维东: 138841856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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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60 

序号：81 

姓名: 王兴道 (2) 

职务: 反邪教支队支队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安定东路 19 号    邮编: 745000 

电话: (市公安局) 办公室 0934-8212352  总值班室 0934-8212351 

(国保支队) 0934-8868201  0934-8222236  8222356 

反邪教支队支队长王兴道: 办 8868263  13993418531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61 

序号：82 

姓名: 胡志升 

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安定东路 19 号    邮编: 745000 

电话: (市公安局) 办公室 0934-8212352  总值班室 0934-8212351 

(国保支队) 0934-8868201  0934-8222236  822235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62 

序号：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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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浩文明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南大街  邮编: 745100 

电话: (县公安局) 总机 0934-3222661 (国保大队)8863010 

县公安局局长浩文明: 办 8863001  1390934999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63 

序号：84 

姓名: 王旭峰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南大街  邮编: 745100 

电话: (县公安局) 总机 0934-3222661 (国保大队)8863010 

国保大队队长王旭峰: 8863048 1399340136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64 

序号：85 

姓名: 何文悦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南大街  邮编: 745100 

电话: (县公安局) 总机 0934-3222661 (国保大队)8863010 

国保大队副队长何文悦: 1388415111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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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65 

序号：86 

姓名: 俄哲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南大街  邮编: 745100 

电话: (县公安局) 总机 0934-3222661 (国保大队)8863010 

国保大队俄哲: 1879340799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66 

序号：87 

姓名: 王军 (6)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南大街  邮编: 745100 

电话: (县公安局) 总机 0934-3222661 (国保大队)8863010 

国保大队队长王军: 1399346161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67 

序号：88 

姓名: 张志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南大街  邮编: 745100 

电话: (县公安局) 总机 0934-3222661 (国保大队)88630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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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68 

序号：89 

姓名: 王涛 (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南大街  邮编: 745100 

电话: (县公安局) 总机 0934-3222661 (国保大队)8863010 

国保大队王涛: 1399348816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69 

序号：90 

姓名: 朱亮 

职务: 预审科副队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南大街  邮编: 745100 

电话: (县公安局) 总机 0934-3222661 (国保大队)8863010 

预审科副队长朱亮: 150971244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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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370 

序号：91 

姓名: 郭怀宁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驿马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驿马镇  邮编: 745106 

电话: 0934-3282567 

指导员郭怀宁: 138304019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71 

序号：92 

姓名: 蒋继成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北大街  邮编: 745100 

电话: 办公室 0934-3222150 

县检察院检察长蒋继成: 13993423799  1800934181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72 

序号：93 

姓名: 张维民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北大街  邮编: 745100 

电话: 办公室 0934-322215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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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73 

序号：94 

姓名: 陈雅楠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北大街  邮编: 745100 

电话: 办公室 0934-3222150 

公诉人陈雅楠: 187093459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74 

序号：95 

姓名: 李若飞 

职务: 院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庆华路 1 号  邮编: 745100 

电话: 0934-32224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75 

序号：96 

姓名: 李晓宁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法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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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庆华路 1 号  邮编: 745100 

电话: 0934-322243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76 

序号：97 

姓名: 孙晓燕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庆华路 1 号  邮编: 745100 

电话: 0934-3222435  

主审法官孙晓燕: 18993443805   0934-32573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编号: 69377 

序号：98 

姓名: 王海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看守所)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西大街 34 号  邮编: 745100 

电话: (县公安局) 0934-3226028 转看守所    县看守所 0934-5994390 

县看守所所长王海军: 13519047368   1869342451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段小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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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689 

序号：99 

姓名: 张玉霞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24 号  邮编：730030 

电话：(区分局)0931-8465116  0931-834617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8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8 

  

编号: 69690 

序号：100 

姓名: 秦晓惠 

职务: 女队主管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城关区看守所, 兰州市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前身，旧址位于兰州市

城关区五一新村 7 号。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 市公安局第三看守所  邮编： 730059 

电话：0931-8368487  8375590  8375653  8367409  83757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8 

  

编号: 69691 

序号：101 

姓名: 田庆平 

职务: 十四队队长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第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九洲大道  邮编：730046 

电话：0931-8334400  8434499 

十四队队长田庆平（田庆萍，女，四十多岁， 警号 011124  现提升为所长）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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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8 

  

编号: 69692 

序号：102 

姓名: 蒋剑斌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社保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社保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78 号  邮编：730030 

电话：办公室 0931-8487208 

区社保局办公室主任蒋剑斌（副局长）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8 

  

编号: 69693 

序号：103 

姓名: 朱媛媛 

职务: 中队长 

单位: 甘肃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女子监狱）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九洲大道 416 号女子监狱  邮

编：730046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九州开发区 68 号信箱   邮编：730046 

电话：0931-8333610  总值班室 0931-8333513  入监队 0931-8334959 

“邪科” 0931-4810365 

二监区 0931-8333550 

二监区中队长朱媛媛：1391912180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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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694 

序号：104 

姓名: 张燕萍 

职务: 四监区教导员 

单位: 甘肃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女子监狱）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九洲大道 416 号女子监狱  邮

编：730046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九州开发区 68 号信箱   邮编：730046 

电话：0931-8333610  总值班室 0931-8333513  入监队 0931-8334959 

“邪科” 0931-4810365 

四监区 0931-8333569  值班点 0931-833352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8 

  

编号: 69722 

序号：105 

姓名: 吴明明 

职务: 书记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市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 市政法委）甘肃省金昌市建设路 68 号   邮编︰737100 

电话：（市委）0935-8212655  办公室 0935-8234384    

地址：（市政府）中国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路 82 号   邮编︰737100 

电话：（市政府）0935-8213491 

市委书记吴明明 (女，汉族，1960 年 12 月生，陕西富平人，1992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 年

7 月参加工作，甘肃农业大学园艺系果树蔬菜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经济学硕士。2013.11--任甘肃

省金昌市委书记。) ：13919488891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2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田多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77 

  

编号: 69723 

序号：106 

姓名: 刘旺英 

职务: 局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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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东路 16 号  邮编：737100 

电话/传真：0935-8396018  0935-83960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23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田多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77 

  

编号: 69737 

序号：107 

姓名: 杨宏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镇原县武沟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镇原县武沟乡派出所 邮编︰744514 

电话︰0934-71574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3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建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3 

  

编号: 69738 

序号：108 

姓名: 路云 

职务: 警察 

单位: 甘肃省镇原县武沟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镇原县武沟乡派出所 邮编︰744514 

电话︰0934-71574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3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建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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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739 

序号：109 

姓名: 侯建军 

职务: 院长 

单位: 甘肃省镇原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镇原县城关镇中街 7 号  镇原县法院 邮编︰744500 

电话︰0934-7121243  0934-7121143 

院长:侯建军 1388418886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39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建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3 

  

编号: 69740 

序号：110 

姓名: 张发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现任西峰区检察院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镇原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镇原县检察院)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城关镇中街 7 号 镇原县检察院 

邮编︰744500 

电话︰0934-7121244 

原检察长:张发 0934-7122323 13830499886 

地址：(西峰区检察院)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九龙北路 36 号 西峰区检察院  邮编：
745000                                       

电话：0934-866157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0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建展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3 

  

编号: 70154 

序号：111 

姓名: 尚立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城关镇东大街人民巷   邮编：730600 

电话：(县公安局) 0943-6121407  0943-62130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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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 0943-6121407  6121408 0943-6127204 0943-6124435 

局长室 6123891 

县公安局局长尚立军：1363930082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54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靖远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秉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50 

  

编号: 70155 

序号：112 

姓名: 郝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城关镇东大街人民巷   邮编：730600 

电话：(县公安局) 0943-6121407  0943-6213040 

总机 0943-6121407  6121408 0943-6127204 0943-6124435 

国保大队长郝军：1510943861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55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靖远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秉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50 

  

编号: 70156 

序号：113 

姓名: 魏国荣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检察院）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风雷街  邮编:730600 

电话: （县检察院）0943-6121324  0943-6124725 传真 0943-6128945  邮箱：mail@jyjc.gov.cn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56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靖远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秉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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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157 

序号：114 

姓名: 张明 

职务: 院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法院）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东大街人民巷 4 号  邮编:730600 

电话: （县法院）0943-6121417 

县法院院长张明：0943-6129363  1891943903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5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靖远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秉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50 

  

编号: 70158 

序号：115 

姓名: 高荣德 

职务: 所长 

单位: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公安局)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城关镇东大街人民巷  邮编：730600 

电话:（县看守所）0943-09467-21408 (094309467-21408) 

(县公安局) 总机 0943-6121407 转县看守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5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靖远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秉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