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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 
 

编号: 65747 

序号：1 

姓名: 董卫民 

职务: 局长 

单位: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上海市公安局福州路 185 号邮编：200002 

电话:021-64711109，021-64742008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47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闵行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贺美云、朱丽华、黄巧琴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07 

  

编号: 65773 

序号：2 

姓名: 宁宪武 

职务:  

单位: 黑龙江省密山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房山路 邮编：158300 

电话：5223679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73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密山市公安局非法抓捕 28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659 

  

编号: 66016 

序号：3 

姓名: 崔永志 

职务: 警察 

单位: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沿江路 211 号 邮编：154000 

电话：0454-8440364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7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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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16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崔胜云的责任人孙启文、董永贵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5 

  

编号: 66220 

序号：4 

姓名: 范江渝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原任)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古邻大道 4 号 邮编：638500 

电话：(县公安局)0826-3222295 办公室 0826-3239626 值班 0826-3222811 传真 0826-3222127 

(国保大队)0826-3224840  0826-3234625 

国安大队长范江渝(原任) ：3232198 1390828256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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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21 

序号：5 

姓名: 林海峰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古邻大道 4 号 邮编：638500 

电话：(县公安局)0826-3222295 办公室 0826-3239626 值班 0826-3222811 传真 0826-3222127 

(国保大队)0826-3224840  0826-323462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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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22 

序号：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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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何建琼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古邻大道 4 号 邮编：638500 

电话：(县公安局)0826-3222295 办公室 0826-3239626 值班 0826-3222811 传真 0826-3222127 

(国保大队)0826-3224840  0826-323462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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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8 

序号：7 

姓名: 潘姓局长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 吉林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平山路 10 号  邮编：132013 

电话：0432-4661111 (0432466111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8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丰满公安分局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白鹤的责任人的通

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编号: 66309 

序号：8 

姓名: 张姓处长 

职务: 处长 

单位: 吉林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平山路 10 号  邮编：132013 

电话：0432-4661111 (0432466111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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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丰满公安分局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白鹤的责任人的通

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编号: 66310 

序号：9 

姓名: 姜姓处长 

职务: 处长 

单位: 吉林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平山路 10 号  邮编：132013 

电话：0432-4661111 (0432466111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0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丰满公安分局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白鹤的责任人的通

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编号: 67989 

序号：10 

姓名: 李东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安全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蒲黄渝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邮编：
10007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8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国安、广州海关阻挠王治文赴美和家人团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1 

  

编号: 69008 

序号：11 

姓名: 程刚 

职务: 国安大队中队长 

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七里大道 37 号  邮编:423000 

电话：（北湖分局）0735-2162011  0735-2162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9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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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分局警察程刚（国安大队中队长）：13973513279  宅 0735-232603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晓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编号: 69877 

序号：12 

姓名: 戢治斌 

职务: 国安支队队长 

单位: 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华容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华容镇 华亭路 2 号 邮编：436030 

电话：（区分局）0711-223166 

国安支队队长戢治斌等（戢志斌）：13607236085 办 0711-375273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华容分局非法抓捕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李先娥、付国启、杨海珍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