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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编号: 66101 

序号：1 

姓名: 汪洋 

职务: 十监区监区长 

单位: 吉林省吉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 100 号 邮编：132012 

电话：总机 0432-4881551 传真 0432-4881559 

狱政科 0432-62409418 

教育科 0432-64881551 转 3040 

教育中队 0432-66083232 

十监区监区长汪洋：1338432222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1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编号: 66102 

序号：2 

姓名: 王致清 

职务: 改造队长 

单位: 吉林省吉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 100 号 邮编：132012 

电话：总机 0432-4881551 传真 0432-4881559 

狱政科 0432-62409418 

教育科 0432-64881551 转 3040 

教育中队 0432-66083232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2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编号: 66103 

序号：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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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陈德山 

职务: 狱警 

单位: 吉林省吉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 100 号 邮编：132012 

电话：总机 0432-4881551 传真 0432-4881559 

狱政科 0432-62409418 

教育科 0432-64881551 转 3040 

教育中队 0432-66083232 

狱警陈德山（2012 年）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3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编号: 66104 

序号：4 

姓名: 赵殿明 

职务: 狱警 

单位: 吉林省吉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 100 号 邮编：132012 

电话：总机 0432-4881551 传真 0432-4881559 

狱政科 0432-62409418 

教育科 0432-64881551 转 3040 

教育中队 0432-66083232 

狱警赵殿明（2003 年）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4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编号: 66105 

序号：5 

姓名: 王绍臣 

职务: 犯人 

单位: 吉林省吉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 100 号 邮编：132012 

电话：总机 0432-4881551 传真 0432-48815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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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政科 0432-62409418 

教育科 0432-64881551 转 3040 

教育中队 0432-660832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5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编号: 66106 

序号：6 

姓名: 宁正宇 

职务: 犯人 

单位: 吉林省吉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 100 号 邮编：132012 

电话：总机 0432-4881551 传真 0432-4881559 

狱政科 0432-62409418 

教育科 0432-64881551 转 3040 

教育中队 0432-660832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6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编号: 66107 

序号：7 

姓名: 宋丽国 

职务: 犯人 

单位: 吉林省吉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 100 号 邮编：132012 

电话：总机 0432-4881551 传真 0432-4881559 

狱政科 0432-62409418 

教育科 0432-64881551 转 3040 

教育中队 0432-66083232 

  

单位系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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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7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编号: 66108 

序号：8 

姓名: 金东伟 

职务: 犯人 

单位: 吉林省吉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 100 号 邮编：132012 

电话：总机 0432-4881551 传真 0432-4881559 

狱政科 0432-62409418 

教育科 0432-64881551 转 3040 

教育中队 0432-660832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8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编号: 66109 

序号：9 

姓名: 高玉林 

职务: 犯人 

单位: 吉林省吉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 100 号 邮编：132012 

电话：总机 0432-4881551 传真 0432-4881559 

狱政科 0432-62409418 

教育科 0432-64881551 转 3040 

教育中队 0432-660832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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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编号: 66110 

序号：10 

姓名: 于立伟 

职务: 犯人 

单位: 吉林省吉林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 100 号 邮编：132012 

电话：总机 0432-4881551 传真 0432-4881559 

狱政科 0432-62409418 

教育科 0432-64881551 转 3040 

教育中队 0432-660832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10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编号: 66111 

序号：11 

姓名: 徐朋 

职务: 警察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东源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通化市公安局东华分局东源派出所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迎新路 邮编：134001 

电话：(东华分局)0435-3792706 转东源派出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11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编号: 66112 

序号：12 

姓名: 刘利明 

职务: 警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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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东源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通化市公安局东华分局东源派出所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迎新路 邮编：134001 

电话：(东华分局)0435-3792706 转东源派出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12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编号: 66299 

序号：13 

姓名: 洪岩 

职务: 主任 

单位: 吉林省吉林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 “610”)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北京路 86 号 邮编：132011 

电话：(市政法委)办公室 0432-2010428 0432-2026154 (市 610)0432-62010610 0432-62010607 

市“610”办公室主任洪岩(男，1965 年 3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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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0 

序号：14 

姓名: 王哲 

职务: 局长 

单位: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千山路 邮编：132013 

电话：0432-64676110 (区分局)办公室 0432-64662531 传真 0432-64683941 

局长室 0432-64662496 0432-64664060 刑警队 0432-64667178 

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哲：局长室 0432-64662496 0432-6466406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0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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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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1 

序号：15 

姓名: 靳云飞 

职务: 警察 

单位: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千山路 邮编：132013 

电话：0432-64676110 (区分局)办公室 0432-64662531 传真 0432-64683941 

局长室 0432-64662496 0432-64664060 刑警队 0432-64667178 

区公安分局警察靳云飞：0432-64676110 (区分局)办公室 0432-64662531 传真 0432-6468394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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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2 

序号：16 

姓名: 高春杰 

职务: 刑警队队长 

单位: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千山路 邮编：132013 

电话：0432-64676110 (区分局)办公室 0432-64662531 传真 0432-64683941 

局长室 0432-64662496 0432-64664060 刑警队 0432-646671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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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3 

序号：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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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杨学志 (2) 

职务: 刑警队副队长 

单位: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千山路 邮编：132013 

电话：0432-64676110 (区分局)办公室 0432-64662531 传真 0432-64683941 

局长室 0432-64662496 0432-64664060 刑警队 0432-646671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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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4 

序号：18 

姓名: 龙志 

职务: 所长 

单位: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公安分局江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长江街 与宜山路交汇处，南走 60 米  邮编：
132013 

电话：0432-4661177 0432-64643110 邮箱 pinganjiangnan@sina.com 

所长龙志(男，吉林市丰满区石井沟派出所原所长，非法抄大法弟子家，非法拘留劳教大法弟子多

人，曾遭车祸腿骨折，2002 年初被调离石井沟派出所，后被双规降职)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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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5 

序号：19 

姓名: 宋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公安分局江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长江街 与宜山路交汇处，南走 60 米  邮编：
132013 

电话：0432-4661177 0432-64643110 邮箱 pinganjiangnan@sina.com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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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姓警察(宋军)：13704316996 QQ 号 10924088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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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6 

序号：20 

姓名: 魏立国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南山街 99 号  邮编：132013 

电话：办公室 0432-64680270 总机 0432-64661000 0432-64660953 

检察长室 0432-64662689 

公诉科 0432-64661000-5012 

侦查监督检察科 0432-64661000-5036 

区检察院检察长魏立国：检察长室 0432-6466268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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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7 

序号：21 

姓名: 王新萍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南山街 99 号  邮编：132013 

电话：办公室 0432-64680270 总机 0432-64661000 0432-64660953 

检察长室 0432-64662689 

公诉科 0432-64661000-5012 

侦查监督检察科 0432-64661000-5036 

区检察院检察员王新萍：公诉科 0432-64661000-5012 侦查监督检察科 0432-64661000-503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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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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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8 

序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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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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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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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姓名: 姜姓处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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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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11 

序号：25 

姓名: 赵奉山 

职务: 二大队管教 

单位: 吉林省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饮马河劳教所 （九台市劳教所）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饮马河镇 邮编：130503 

电话：办 0431-82511834  13630548524  总机 0431-82511058  0431-82363511  82511833 

二大队 0431-2218686 

所长 0431-82515877 0431-82513323 

驻所检察室 0431-82511261  外线举报 0431-2511096 

二大队管教赵奉山：0431-221868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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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66 

序号：26 

姓名: 侯广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盘石大街 118 号 邮编：132300 

电话：(市公安局)办公室 0432-5221028 5223585 传真 5224990 

局长室 5230468 

国保大队 52220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3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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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66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刘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编号: 66867 

序号：27 

姓名: 于清波 

职务: 特警大队 

单位: 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盘石大街 118 号 邮编：132300 

电话：(市公安局)办公室 0432-5221028 5223585 传真 5224990 

局长室 52304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67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刘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编号: 66868 

序号：28 

姓名: 田淑艳 

职务: 教育监区狱警 

单位: 吉林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吉林省女子监狱（原长春黑嘴子监狱，现称兰家镇郭家村监

狱）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 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电话：总机 0431-85375038 总值班室 85375099 狱政女值班室 85375017 

狱政科 85375021 0431-81234733 

刑罚科 0431-85375031 

教育监区 0431-85375089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6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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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刘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编号: 66869 

序号：29 

姓名: 韩丽杰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吉林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吉林省女子监狱（原长春黑嘴子监狱，现称兰家镇郭家村监

狱）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 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电话：总机 0431-85375038 总值班室 85375099 狱政女值班室 85375017 

狱政科 85375021 0431-81234733 

刑罚科 0431-85375031 

教育监区 0431-8537508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69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刘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编号: 66870 

序号：30 

姓名: 汪秀芳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吉林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吉林省女子监狱（原长春黑嘴子监狱，现称兰家镇郭家村监

狱）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 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电话：总机 0431-85375038 总值班室 85375099 狱政女值班室 85375017 

狱政科 85375021 0431-81234733 

刑罚科 0431-85375031 

教育监区 0431-8537508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70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刘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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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871 

序号：31 

姓名: 钱丽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吉林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吉林省女子监狱（原长春黑嘴子监狱，现称兰家镇郭家村监

狱）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 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电话：总机 0431-85375038 总值班室 85375099 狱政女值班室 85375017 

狱政科 85375021 0431-81234733 

刑罚科 0431-85375031 

教育监区 0431-8537508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71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刘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编号: 66872 

序号：32 

姓名: 张淑杰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吉林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吉林省女子监狱（原长春黑嘴子监狱，现称兰家镇郭家村监

狱）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 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电话：总机 0431-85375038 总值班室 85375099 狱政女值班室 85375017 

狱政科 85375021 0431-81234733 

刑罚科 0431-85375031 

教育监区 0431-8537508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72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刘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编号: 66873 

序号：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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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关丽萍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吉林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吉林省女子监狱（原长春黑嘴子监狱，现称兰家镇郭家村监

狱）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 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电话：总机 0431-85375038 总值班室 85375099 狱政女值班室 85375017 

狱政科 85375021 0431-81234733 

刑罚科 0431-85375031 

教育监区 0431-8537508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73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刘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编号: 66874 

序号：34 

姓名: 李新琴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吉林省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吉林省女子监狱（原长春黑嘴子监狱，现称兰家镇郭家村监

狱）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 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电话：总机 0431-85375038 总值班室 85375099 狱政女值班室 85375017 

狱政科 85375021 0431-81234733 

刑罚科 0431-85375031 

教育监区 0431-8537508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74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刘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编号: 66915 

序号：35 

姓名: 吴强 

职务: “610办公室科长 

单位: 吉林省梨树县政法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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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梨树镇南大路 14 号 邮编：136500 

电话：（县政法委）0434-5223984 （县 610 办）4345234610 

县“610”办科长吴强：4345234610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15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景全、刘金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编号: 66916 

序号：36 

姓名: 王明山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吉林省梨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梨树大路 五小学道东 邮编：136500 

电话：（县公安局）总机 0434-5223868 0434-5223822 

（国保大队）4345254040 

国保大队长王明山：办 04345254041 18629859933 1559023699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16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景全、刘金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编号: 66917 

序号：37 

姓名: 马文洋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吉林省梨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梨树大路 五小学道东 邮编：136500 

电话：（县公安局）总机 0434-5223868 0434-5223822 

（国保大队）4345254040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马文洋：1315434345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1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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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景全、刘金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编号: 66918 

序号：38 

姓名: 张喜坤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单位: 吉林省梨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梨树大路 五小学道东 邮编：136500 

电话：（县公安局）总机 0434-5223868 0434-5223822 

（国保大队）4345254040 

国保大队指导员张喜坤：434525404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18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景全、刘金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编号: 66919 

序号：39 

姓名: 杨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吉林省梨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梨树大路 五小学道东 邮编：136500 

电话：（县公安局）总机 0434-5223868 0434-5223822 

（国保大队）4345254040 

国保大队警察杨文：434525404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19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景全、刘金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编号: 66920 

序号：40 

姓名: 邵占山 

职务: 所长 

单位: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树文派出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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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树文街 邮编：136500 

电话：0434-5226040 

所长邵占山：0434-522604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0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景全、刘金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编号: 66921 

序号：41 

姓名: 李哲 (3) 

职务: 所长 

单位: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四平市梨树县梨树镇消防路 邮编：136500 

电话：0434-5222023 

县看守所所长李哲：0434-52220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1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景全、刘金茹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编号: 67095 

序号：42 

姓名: 赵洪兴 

职务: 吉林省司法厅原副厅长、原四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 

单位: 吉林省司法厅, 四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司法厅）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新发路 992 号  邮编：130051 

电话：（省司法厅）0431-82750217  0431-82750317  传真 0431-82750317  投诉 0431-82750393 

邮箱：sft@jl.gov.cn 

地址：（市政府）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市府路 59 号  邮编：136000 

电话：（市政府）0434-3266565 

地址：（市公安局）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南湖大路  邮编：136000 

电话：（市公安局）0434-3182090 0434-3182012 

省司法厅原副厅长、原四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赵洪兴：（男，1956 年 3 月出生，吉林省德惠市

人。曾任吉林省四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副书记等职务。 2014 年 5 月，赵洪兴因涉嫌严重违纪，

被中共调查，8 月 15 日，免去其省司法厅副厅长职务；2014 年 12 月 12 日，吉林省检察院以涉嫌受

贿犯罪将赵洪 兴逮捕。）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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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被双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95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司法厅原副厅长赵洪兴（被双规）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44 

  

编号: 67504 

序号：43 

姓名: 王放 (音) 

职务: 警察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古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宝塔街 邮编:130200 

电话: 0431-3213900 0431-83242040 QQ 号 254705427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04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81 

  

编号: 67505 

序号：44 

姓名: 杨振 (音) 

职务: 警察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古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宝塔街 邮编:130200 

电话: 0431-3213900 0431-83242040 QQ 号 254705427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05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81 

  

编号: 67852 

序号：45 

姓名: 闫国辉 

职务: 刑事侦查大队二中队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5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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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吉林省榆树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向阳路榆树大街 邮编:130400 

电话:0431-83618209 

国保大队电话:0431-83618237 

警察闫国辉：13364511996 1330439081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2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编号: 67853 

序号：46 

姓名: 管瑞川 

职务: 刑事侦查大队二中队长 

单位: 吉林省榆树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向阳路榆树大街 邮编:130400 

电话:0431-83618209 

国保大队电话:0431-83618237 

警察管瑞川：15500097897 1590440879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3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编号: 67854 

序号：47 

姓名: 姜思宇 

职务: 办案人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环城路 3999 号 邮编：130022 

电话：0431-89988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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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编号: 67855 

序号：48 

姓名: 孙涛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吉林省榆树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吉林省榆树市榆西大街北段 邮编:130400 

电话:0431-83651152 转 9515 0431-83623556 0431-83623754 0431-83622685 0431-83642000 

13604395313 办：0431-83651102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5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亚珍、李玉章、蒋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编号: 67856 

序号：49 

姓名: 赵铁奇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吉林省榆树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榆西大街北段     邮编:130400 

电话:0431-83651152、0431-83651102 、0431-83623556、0431-83642000 、0431-83623754、0431-

83622685、13604395313 

办案人赵铁奇:0431-83633482、0431-83651152 转 9515、136043953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6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亚珍、李玉章、蒋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编号: 67857 

序号：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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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建红 

职务: 院长 

单位: 吉林省榆树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向阳路 邮编:130400 

电话:0431-83622510 1394410377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7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亚珍、李玉章、蒋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编号: 67858 

序号：51 

姓名: 葛庆中 

职务: 刑事庭庭长 

单位: 吉林省榆树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向阳路 邮编:130400 

电话:0431-83622510 13944103777 

刑事庭庭长葛庆忠 1362440666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8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亚珍、李玉章、蒋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编号: 67859 

序号：52 

姓名: 张立国 

职务: 刑事庭副庭长, 法官 

单位: 吉林省榆树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向阳路 邮编:130400 

电话:0431-83622510 1394410377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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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9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编号: 67860 

序号：53 

姓名: 姚青伟 

职务: 所长 

单位: 吉林省榆树市黑林子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吉林省榆树市黑林镇派出所 邮编:130433 

电话:0431-8391111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60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编号: 67861 

序号：54 

姓名: 董继会 

职务: 所长 

单位: 吉林省榆树市华昌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榆树市工农大街 55 号 邮编:130400 

电话：0431-83624275 

华昌派出所所长董继会 0431-83691888 13364516444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61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淑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编号: 68103 

序号：55 

姓名: 钱孔亮 

职务: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 吉林省大安市政府、大安市公安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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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政府）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人民路 21 号    邮编 : 131300 

电话 :（市政府）0436-5220724 

地址:（市公安局）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嫩江北街 44 号 邮编:131300 

电话:（市公安局）0436-5222342 

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钱孔亮：0436-5053001  0436-5236001 2901 

单位系统:公安； 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03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刘洪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02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红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编号: 68104 

序号：56 

姓名: 李永尧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嫩江北街 44 号 邮编:131300 

电话:（市公安局）0436-5222342 

副局长李永尧：5222508  2903  13904365139  1804360813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04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刘洪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02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红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编号: 68105 

序号：57 

姓名: 韩春明 

职务: 所长 

单位: 吉林省大安市联合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联合乡 邮编：131314 

电话：0436-53380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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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05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刘洪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02 

  

编号: 68896 

序号：58 

姓名: 张成祥 

职务: 书记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 办）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275 号  邮编： 

135300 

电话：（县委政法委）0448-7221918 7225825  

（610 办）0448-7211910 （2009-03 信息）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96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非法抓捕杨静、刘长春、张桂香、孙群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编号: 68897 

序号：59 

姓名: 刘其耀, 刘其跃 (音) 

职务: “610办公室”主任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 办）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275 号  邮编： 

135300 

电话：（县委政法委）0448-7221918 7225825  

（610 办）0448-7211910 （2009-03 信息）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97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非法抓捕杨静、刘长春、张桂香、孙群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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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898 

序号：60 

姓名: 由惠斌 

职务: “610办公室”成员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 办）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275 号  邮编： 

135300 

电话：（县委政法委）0448-7221918 7225825  

（610 办）0448-7211910 （2009-03 信息）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98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非法抓捕杨静、刘长春、张桂香、孙群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编号: 68899 

序号：61 

姓名: 宋涛 

职务: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政府、柳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府）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383 号  邮编：135300 

电话：（县政府）办公室 / 总值班室 0435-7225847 联络员办 0435-7222624  秘书科 / 传真 0435-

7225515   邮箱 liuhezhengfu@liuhe.gov.cn. 

地址：（县公安局）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895 号  邮编：135300 

电话：（县公安局）0435-7252110   0435-7224778 

（国保大队）0435-7225645 

副县长、柳河县公安局局长宋涛：0435-7210866 18043508801 1389454766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99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非法抓捕杨静、刘长春、张桂香、孙群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编号: 68900 

序号：62 

姓名: 闫树龙 

职务: 检察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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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振兴大街 1 号  邮编：135300 

电话：（县检察院）总机 0435-7220088   办公室 0435-7222530 

县检察院检察长闫树龙：1370435539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0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非法抓捕杨静、刘长春、张桂香、孙群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编号: 68901 

序号：63 

姓名: 于立东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895 号  邮编：135300 

电话：（县公安局）0435-7252110   0435-7224778  （国保大队）0435-7225645 

国保大队长于立东：18043508386  1394455766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1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非法抓捕杨静、刘长春、张桂香、孙群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编号: 68902 

序号：64 

姓名: 马广全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895 号  邮编：135300 

电话：（县公安局）0435-7252110   0435-7224778  （国保大队）0435-7225645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马广全：18043508084   1340453345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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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非法抓捕杨静、刘长春、张桂香、孙群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编号: 68903 

序号：65 

姓名: 王晓刚 

职务: 所长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前进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人民大街 290 号  邮编：135300 

电话：04357252621     

前进派出所长王晓刚：13943554488  180435083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3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非法抓捕杨静、刘长春、张桂香、孙群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编号: 68904 

序号：66 

姓名: 马云波 

职务: 副所长 (原柳河县公安局局长)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长流村  邮编：134001 

电话：0435-3927192 3727285 3650266 3650255 3650277 

副所长马云波（所长  原柳河县公安局局长）：1394358016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4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非法抓捕杨静、刘长春、张桂香、孙群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编号: 68905 

序号：67 

姓名: 李欣春 

职务: 狱警队长（医务科长 原女狱警队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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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长流村  邮编：134001 

电话：0435-3927192 3727285 3650266 3650255 3650277 

狱警队长李欣春（医务科长  原女狱警队长）：138945367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5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非法抓捕杨静、刘长春、张桂香、孙群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编号: 68906 

序号：68 

姓名: 孙中霞 

职务: 副所长, 医务科长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长流村  邮编：134001 

电话：0435-3927192 3727285 3650266 3650255 3650277 

医务科长孙中霞（副所长  原医务科长）：1396618166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6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非法抓捕杨静、刘长春、张桂香、孙群英等多名法轮功学员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编号: 69036 

序号：69 

姓名: 付德武 

职务: 局长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 2703 号   邮编：130011 

电话：（区分局）43187627435   办公室 87672233 

（国保大队）43187658388 

区公安分局局长付德武：4318792955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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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范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编号: 69037 

序号：70 

姓名: 刘威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 2703 号   邮编：130011 

电话：（区分局）43187627435   办公室 87672233 

（国保大队）43187658388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威：43187627435   办公室 876722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7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范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编号: 69038 

序号：71 

姓名: 郑伟 (3)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 2703 号   邮编：130011 

电话：（区分局）43187627435   办公室 87672233 

（国保大队）43187658388 

国保大队警察郑伟（副大队长）：宅 43187979088  4318765838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8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范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编号: 69039 

序号：72 

姓名: 刘信生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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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 2703 号   邮编：130011 

电话：（区分局）43187627435   办公室 87672233 

（国保大队）43187658388 

国保大队警察刘信生（副大队长）：宅 43187995780  4318765838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9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范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编号: 69040 

序号：73 

姓名: 董志鹏 

职务: 所长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城西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迎宾路 929 号   邮编：130062 

电话：0431-87872285 

所长董志鹏（警号 107706）：15904406345  宅 0431-8787007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0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范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编号: 69041 

序号：74 

姓名: 宋远航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城西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迎宾路 929 号   邮编：130062 

电话：0431-87872285 

副所长宋远航：133143122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1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范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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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9042 

序号：75 

姓名: 郝禹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城西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迎宾路 929 号   邮编：130062 

电话：0431-87872285 

副所长郝禹：1590440653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2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范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编号: 69043 

序号：76 

姓名: 李隶原 

职务: 片警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城西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迎宾路 929 号   邮编：130062 

电话：0431-87872285 

片警李隶原：159044063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3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范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编号: 69044 

序号：77 

姓名: 王传印 

职务: 片警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城西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迎宾路 929 号   邮编：130062 

电话：0431-87872285 

片警王传印：1834309008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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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4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范丽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编号: 69288 

序号：78 

姓名: 李伟 (5) 

职务: 警察 

单位: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八号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八号镇派出所     邮编︰130409 

电话: 0431-83744110 

警察李伟:15500097302 1590440879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8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亚珍、李玉章、蒋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编号: 69289 

序号：79 

姓名: 周云飞 

职务: 所长 

单位: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弓棚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弓棚镇派出所     邮编:130406 

电话: 0431-83788110 

所长周云飞:159044089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9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亚珍、李玉章、蒋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编号: 69290 

序号：80 

姓名: 徐大伟 

职务: 教导员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0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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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弓棚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弓棚镇派出所     邮编:130406 

电话: 0431-83788110 

教导员徐大伟:1590440924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0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亚珍、李玉章、蒋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编号: 69707 

序号：81 

姓名: 曲志鹏 

职务: 副区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府）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东通化大街 336 号  邮编：134003 

电话：（区政府）0435-3713456 

地址：（区分局）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东通化大街 946 号 邮编：134003 

电话：（区分局）0435-371357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07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金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49 

  

编号: 69708 

序号：82 

姓名: 毕采军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东通化大街 946 号 邮编：134003 

电话：（区分局）0435-3713578 

副局长毕采军：13943588555 3712642 37025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0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2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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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金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49 

  

编号: 69709 

序号：83 

姓名: 张轲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桃源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东明路 851 号  邮编：134003 

电话：0435-3762049 

教导员张轲:15643547773 3783658 390577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09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金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49 

  

编号: 69710 

序号：84 

姓名: 邵玉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桃源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东明路 851 号  邮编：134003 

电话：0435-3762049 

副所长邵玉明：150445091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10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金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49 

  

编号: 69711 

序号：85 

姓名: 金光华 

职务: 检察长（原二道江区法院院长） 

单位: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检察院)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东通化大街 336 号  邮编：1340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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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区检察院)04353714004 

区检察院检察长金光华（原二道江区法院院长）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11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金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49 

  

编号: 70335 

序号：86 

姓名: 张德才 

职务: 政委 

单位: 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嫩江北街 44 号 邮编:131300 

电话:（市公安局）0436-5222342 

政委张德才：5220006  5236002 2902  13904361107  1804360800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5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红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编号: 70336 

序号：87 

姓名: 吴树彪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嫩江北街 44 号 邮编:131300 

电话:（市公安局）0436-5222342 

副局长吴树彪：5228578 2904 13904365199 1804360800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6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红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7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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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337 

序号：88 

姓名: 王雷 (3)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嫩江北街 44 号 邮编:131300 

电话:（市公安局）0436-5222342 

国保大队长王雷：5222470  13904365210  18043608062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7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红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编号: 70338 

序号：89 

姓名: 宋有文 (2) 

职务: 所长 

单位: 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安广镇永庆路 邮编 : 131300 

电话 : 0436-5561110 

所长宋有文：5561110 13321462288 13630762288 180436085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8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红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编号: 70339 

序号：90 

姓名: 李宝江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安广镇永庆路 邮编 : 131300 

电话 : 0436-5561110 

指导员李宝江：13904365625 1804360838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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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9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红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编号: 70340 

序号：91 

姓名: 隋福玉 

职务: 警察 

单位: 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安广镇永庆路 邮编 : 131300 

电话 : 0436-5561110 

警察隋福玉：13943650701  1804360838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40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红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编号: 70341 

序号：92 

姓名: 王永江 

职务: 警察 

单位: 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安广镇永庆路 邮编 : 131300 

电话 : 0436-5561110 

警察王永江：138436525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41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韩红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编号: 70534 

序号：93 

姓名: 王涛 (2) 

职务: 书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3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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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吉林省德惠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惠路 54 号  邮编：130300 

电话：（市政法委）办公室 0431-87221299  值班室/传真 87222057 

市政法委书记王涛：87229589  1336463333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34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德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编号: 70535 

序号：94 

姓名: 李振权 (2)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吉林省德惠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惠路 54 号  邮编：130300 

电话：（市政法委）办公室 0431-87221299  值班室/传真 87222057 

市政法委副书记李振权：87219922  8722129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35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德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编号: 70536 

序号：95 

姓名: 夏明君 

职务: 局长 

单位: 吉林省德惠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松柏路 38 号  邮编 : 130300 

电话︰（市公安局）0431-87224375  国保大队 0431-87292053 

市公安局局长夏明君：0431-872959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36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德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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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537 

序号：96 

姓名: 姚永奎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 吉林省德惠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松柏路 38 号  邮编 : 130300 

电话︰（市公安局）0431-87224375  国保大队 0431-87292053 

国保大队大队长姚永奎：0431-87292053 1336463872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37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德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编号: 70538 

序号：97 

姓名: 魏永生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单位: 吉林省德惠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松柏路 38 号  邮编 : 130300 

电话︰（市公安局）0431-87224375  国保大队 0431-87292053 

国保大队指导员魏永生：0431-87292053  1590440971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38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德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编号: 70539 

序号：98 

姓名: 兰舰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吉林省德惠市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检察院）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松柏路 2 号  邮编 :130300 

电话：（市检察院）0431-87273786   值班 87275220  87272117 

检察长兰舰：8727288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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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39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德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编号: 70540 

序号：99 

姓名: 袁中山 

职务: 代理院长 

单位: 吉林省德惠市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法院）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 1166 号  邮编 :130300 

电话：（市法院）值班 0431-87299643 0431-87223239 

代理院长袁中山：院长 8722511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40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德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姜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编号: 71001 

序号：100 

姓名: 吕锋 

职务: 局长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 2627 号. 长春市公安局  邮编：130051 

电话：（市公安局）0431-88907000 0431-88907327  办公室 0431-88922156 。  

传真 0431-88908095   监督电话：0431-88908420 

（市局国保大队）0431-88776290 0431-88776259 

传真 0431-88966903、88908000、88908066  

电子邮箱地址：ccsj777@sina.com 

公安局局长吕锋 0431-8890808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01 

迫害案例:  

 追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公安分局非法抓捕陈艳华、杜景义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1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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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1002 

序号：101 

姓名: 刘洪伟 

职务: 朝阳区政法委副书记、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政法委、朝阳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西民主大街 7 号 朝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 130061 

电话 0431-88521362、0431-88521400 

国保：0431-88521473 0431-88521412  

政治处：0431-88524124 

法制科：0431-8852142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02 

迫害案例:  

 追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公安分局非法抓捕陈艳华、杜景义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8 

  

编号: 71003 

序号：102 

姓名: 范国强 

职务: 特警支队副大队长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西民主大街 7 号 朝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 130061 

电话 0431-88521362、0431-88521400 

国保：0431-88521473 0431-88521412  

政治处：0431-88524124 

法制科：0431-88521427 

特警支队副大队长范国强；1590441736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03 

迫害案例:  

 追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公安分局非法抓捕陈艳华、杜景义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8 

  

编号: 71004 

序号：103 

姓名: 吴迪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东朝阳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 713 东朝阳路派出所 邮编 1300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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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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1-88924668   

副所长吴迪 18343091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04 

迫害案例:  

 追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公安分局非法抓捕陈艳华、杜景义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0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