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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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北京 

编号: 72763 
姓名: 魏广勋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政法委 
      (区委、区政法委、610 办)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 号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5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3 
序号：1 

编号: 72764 
姓名: 隗有清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政法委 
      (区委、区政法委、610 办)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 号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59 

      北京市房山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委、区政法委、610 办)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 号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4 
序号：2 

编号: 72766 
姓名: 李宝虎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6 号  房山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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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6 
序号：3 

编号: 72767 
姓名: 尤士宏 
职务: 国保支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6 号  房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7 
序号：4 

编号: 72768 
姓名: 王玉 
职务: 国保支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6 号  房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8 
序号：5 

编号: 72770 
姓名: 王虎飞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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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派出所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商贸园区 39 号  大石窝派出所 
      邮编：1024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70 
序号：6 

编号: 75791 
姓名: 于久翔 
职务: 防邪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日坛北街 33 号 
      邮编: 10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7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91 
序号：7 

编号: 75793 
姓名: 杨卫东（2） 
职务: 片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派出所 
      北京市朝阳区红松园北里 8 号 东坝派出所 
      邮编：100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93 
序号：8 

编号: 75794 
姓名: 王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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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片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派出所 
      北京市朝阳区红松园北里 8 号 东坝派出所 
      邮编：1000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94 
序号：9 

编号: 75911 
姓名: 冯墨 
职务: 警察（办案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 1 号  朝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100025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常营西里甲 1 号 北京朝阳分局预审大队 
       邮编：10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11 
序号：10 

编号: 75912 
姓名: 赵学磊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 1 号  朝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100025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常营西里甲 1 号 北京朝阳分局预审大队 
       邮编：10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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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12 
序号：11 

编号: 75913 
姓名: 庄严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双井派出所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13 
序号：12 

编号: 75914 
姓名: 胡春雷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双井派出所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14 
序号：13 

编号: 75915 
姓名: 蔡连涛 
职务: 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双井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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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15 
序号：14 

编号: 75916 
姓名: 石超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双井派出所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16 
序号：15 

编号: 75917 
姓名: 李扬洋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双井派出所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17 
序号：16 

编号: 75918 
姓名: 吴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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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双井派出所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18 
序号：17 

编号: 75919 
姓名: 张嵬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双井派出所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19 
序号：18 

编号: 75920 
姓名: 郭光强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双井派出所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20 
序号：19 

编号: 75921 
姓名: 王燕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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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双井派出所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21 
序号：20 

编号: 75922 
姓名: 张连喜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双井派出所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22 
序号：21 

编号: 75923 
姓名: 马婧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双井派出所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23 
序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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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5924 
姓名: 路越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 
      北京朝阳区垂杨柳中街 2 号  双井派出所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24 
序号：23 

编号: 77558 
姓名: 刘久刚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政法委 
      地址 1：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 16 号 怀柔区政法委 
      邮编：101400    
       
      地址 2：北京市怀柔区南大街 26 号院  
      邮编: 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0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58 
序号：24 

编号: 77559 
姓名: 张卫（1） 
职务: 主任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北京市怀柔区南大街 26 号院  
      邮编: 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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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59 
序号：25 

编号: 77560 
姓名: 王赤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局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 6 号  怀柔区公安分局 
      邮编：101400  
       
      办公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北大街 59 号  
      邮编: 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1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0 
序号：26 

编号: 77561 
姓名: 郑志民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局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 6 号  怀柔区公安分局 
      邮编：101400  
       
      办公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北大街 59 号  
      邮编: 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1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1 
序号：27 

编号: 77562 
姓名: 王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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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预审大队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局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 6 号  怀柔区公安分局 
      邮编：101400  
       
      办公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北大街 59 号  
      邮编: 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1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2 
序号：28 

编号: 77563 
姓名: 齐洪宇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局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 6 号  怀柔区公安分局 
      邮编：101400  
       
      办公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北大街 59 号  
      邮编: 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1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3 
序号：29 

编号: 77564 
姓名: 郑连志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局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 6 号  怀柔区公安分局 
      邮编：101400  
       
      办公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北大街 5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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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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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1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4 
序号：30 

编号: 77566 
姓名: 闫乐民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派出所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合二园 6 号  杨宋镇派出所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6 
序号：31 

编号: 77567 
姓名: 雷学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派出所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合二园 6 号  杨宋镇派出所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7 
序号：32 

编号: 77568 
姓名: 张景秀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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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派出所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合二园 6 号  杨宋镇派出所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8 
序号：33 

编号: 77569 
姓名: 于海菊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派出所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合二园 6 号  杨宋镇派出所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9 
序号：34 

编号: 77570 
姓名: 李斌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派出所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合二园 6 号  杨宋镇派出所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0 
序号：35 

编号: 77571 
姓名: 崔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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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派出所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合二园 6 号  杨宋镇派出所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1 
序号：36 

编号: 77573 
姓名: 李继征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检察院 
      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 6 号  怀柔检察院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3 
序号：37 

编号: 77574 
姓名: 王玉柱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检察院 
      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 6 号  怀柔检察院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4 
序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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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7575 
姓名: 林友华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检察院 
      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 6 号  怀柔检察院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5 
序号：39 

编号: 77576 
姓名: 张鹏飞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检察院 
      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 6 号  怀柔检察院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6 
序号：40 

编号: 77578 
姓名: 朱春涛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法院 
      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 59 号  怀柔区法院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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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8 
序号：41 

编号: 77579 
姓名: 孙福文 
职务: 刑一庭副庭长、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法院 
      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 59 号  怀柔区法院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9 
序号：42 

编号: 77580 
姓名: 郭铁相 
职务: 院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法院 
      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 59 号  怀柔区法院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7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80 
序号：43 

编号: 77582 
姓名: 张卫（2）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司法局 
      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 22 号 怀柔区司法局 
      邮编：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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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82 
序号：44 

编号: 78317 
姓名: 陈本宇 
职务: 政法委书记、区委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政法委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 6 号 东城区政法委 
       邮编：10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1 

      北京市东城区委 
      北京市东城区育群胡同 6 号 
       邮编：10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17 
序号：45 

编号: 78318 
姓名: 赵小平 
职务: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政法委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 6 号 东城区政法委 
       邮编：10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1 

      北京市东城区维稳办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 6 号 东城区政法委  
      邮编：10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1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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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18 
序号：46 

编号: 78321 
姓名: 腾静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9 号 北京市公安局  
      邮编：1007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1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1 
序号：47 

编号: 78323 
姓名: 贾宇恒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方广场派出所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18-2 号 4 层  东方广场派出所 
      邮编：10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3 
序号：48 

编号: 78324 
姓名: 赵永新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方广场派出所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18-2 号 4 层  东方广场派出所 
      邮编：10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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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4 
序号：49 

编号: 78325 
姓名: 陈小林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方广场派出所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18-2 号 4 层  东方广场派出所 
      邮编：10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5 
序号：50 

编号: 78326 
姓名: 杨云庆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方广场派出所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18-2 号 4 层  东方广场派出所 
      邮编：10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6 
序号：51 

编号: 78327 
姓名: 李海宽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方广场派出所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18-2 号 4 层  东方广场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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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7 
序号：52 

编号: 78328 
姓名: 张文潮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方广场派出所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18-2 号 4 层  东方广场派出所 
      邮编：10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8 
序号：53 

编号: 78330 
姓名: 李敏学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板厂胡同 7 号  交道口派出所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0 
序号：54 

编号: 78331 
姓名: 纪文龙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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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板厂胡同 7 号  交道口派出所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2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1 
序号：55 

编号: 78333 
姓名: 蓝向东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 
      北京市东四北大街 265 号 东城区检察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3 
序号：56 

编号: 78334 
姓名: 佟捷 
职务: 公诉一处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 
      北京市东四北大街 265 号 东城区检察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4 
序号：57 

编号: 78335 
姓名: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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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北京市昌平区七里渠乡豆各庄村 645 号  东城区看守所 
      邮编：1022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5 
序号：58 

编号: 78338 
姓名: 郭俊涛 
职务: 经理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王府井新华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18 号 王府井新华书店 
      邮编：10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7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8 
序号：59 

编号: 78340 
姓名: 韩振堂 
职务: 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5 号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邮编：10003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9 

责任系统: 外交,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40 
序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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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1962 
姓名: 富大鹏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政法委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8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6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62 
序号：61 

编号: 81967 
姓名: 夏鹏程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政法委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8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61 

      北京市石景山区综治办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8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6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67 
序号：62 

编号: 81969 
姓名: 亢军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公安分局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甲 1 号 石景山公安分局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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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69 
序号：63 

编号: 81971 
姓名: 白雪松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派出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路（ 石景山火车站西侧）广宁派出所 
      邮编：1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1 
序号：64 

编号: 81972 
姓名: 崔政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派出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路（ 石景山火车站西侧）广宁派出所 
      邮编：1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2 
序号：65 

编号: 81973 
姓名: 王毅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派出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路（ 石景山火车站西侧）广宁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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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3 
序号：66 

编号: 81974 
姓名: 李喜明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派出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路（ 石景山火车站西侧）广宁派出所 
      邮编：1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4 
序号：67 

编号: 81975 
姓名: 朱卫东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派出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路（ 石景山火车站西侧）广宁派出所 
      邮编：1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5 
序号：68 

编号: 81976 
姓名: 李日勤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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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派出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路（ 石景山火车站西侧）广宁派出所 
      邮编：1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6 
序号：69 

编号: 81978 
姓名: 王春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 石景山区检察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8 
序号：70 

编号: 81979 
姓名: 王伟石 
职务: 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 石景山区检察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9 
序号：71 

编号: 81981 
姓名: 高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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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9 号 石景山区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1 
序号：72 

编号: 81983 
姓名: 孟彬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看守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甲 1 号  区看守所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3 
序号：73 

编号: 95216 
姓名: 王冬斌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大兴胡同 45 号 东城区公安局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16 
序号：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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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217 
姓名: 刘潇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西羊管胡同 10 号 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 
       邮编: 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17 
序号：75 

编号: 95218 
姓名: 高顺喜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西羊管胡同 10 号 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 
       邮编: 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18 
序号：76 

编号: 95219 
姓名: 宋志虹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 
      北京市东四北大街 265 号 东城区检察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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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19 
序号：77 

编号: 95220 
姓名: 张红斌 
职务: 代理检察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 
      北京市东四北大街 265 号 东城区检察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20 
序号：78 

编号: 95221 
姓名: 薛春江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21 
序号：79 

编号: 95222 
姓名: 白崇伟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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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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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22 
序号：80 

编号: 95223 
姓名: 王欣 
职务: 助理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23 
序号：81 

编号: 95224 
姓名: 李泽婷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24 
序号：82 

编号: 95226 
姓名: 孟庆华 
职务: 小区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新仓小区办 
      北京市东城东直门内大街北新仓胡同  北新仓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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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25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26 
序号：83 

编号: 95228 
姓名: 赵亚楠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司法所 
      北京市东城区民安街 14 号楼 3 层   北新桥司法所 
       邮编: 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28 
序号：84 

编号: 95229 
姓名: 姚晶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司法所 
      北京市东城区民安街 14 号楼 3 层   北新桥司法所 
       邮编: 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29 
序号：85 

编号: 95363 
姓名: 宋晓鹏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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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63 
序号：86 

编号: 95364 
姓名: 鲁桂华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 10 号 
       邮编：10007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4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64 
序号：87 

编号: 95365 
姓名: 李凯 
职务: 刑一庭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 10 号 
       邮编：10007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4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65 
序号：88 

编号: 95366 
姓名: 吴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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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 10 号 
       邮编：10007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4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66 
序号：89 

编号: 95493 
姓名: 吕桂富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政法委 
      北京市延庆区新城街 2 号  延庆区政法委 /延庆综合治理委员会 
       邮编: 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6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3 
序号：90 

编号: 95494 
姓名: 祖宇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公安局 
      地址 1: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西街 4 号   延庆区公安局  
       邮编:  102100 
        
       地址 2:  北京市延庆区湖南西路 18 号  延庆区公安局 
       邮编：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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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4 
序号：91 

编号: 95496 
姓名: 段福华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北京市延庆区庆隆街 99 号   延庆区检察院  
       邮编: 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6 
序号：92 

编号: 95497 
姓名: 刘雪妍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北京市延庆区庆隆街 99 号   延庆区检察院  
       邮编: 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7 
序号：93 

编号: 95499 
姓名: 王罗颐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法院 
      北京市延庆区湖南西路 20 号   延庆区法院    
       邮编: 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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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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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9 
序号：94 

编号: 95500 
姓名: 王敬民 
职务: 法官（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法院 
      北京市延庆区湖南西路 20 号   延庆区法院    
       邮编: 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00 
序号：95 

编号: 95501 
姓名: 李双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法院 
      北京市延庆区湖南西路 20 号   延庆区法院    
       邮编: 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01 
序号：96 

编号: 95503 
姓名: 穆江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派出所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政府东侧  康庄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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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102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03 
序号：97 

编号: 95504 
姓名: 王岩（2）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派出所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政府东侧  康庄派出所 
       邮编: 102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04 
序号：98 

编号: 95505 
姓名: 张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派出所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政府东侧  康庄派出所 
       邮编: 102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05 
序号：99 

编号: 95506 
姓名: 王磊（2）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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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派出所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政府东侧  康庄派出所 
       邮编: 102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06 
序号：100 

编号: 95507 
姓名: 李浩然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派出所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政府东侧  康庄派出所 
       邮编: 102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07 
序号：101 

编号: 95573 
姓名: 董晓军（2）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法院 
      北京市延庆区湖南西路 20 号   延庆区法院    
       邮编: 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73 
序号：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