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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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编号: 73935 
姓名: 夏小华 
职务: 国保总队副总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公安局 
      重庆市渝北区黄泥磅黄龙路 555 号  重庆市公安局 
      邮编： 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5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935 
序号：1 

编号: 74165 
姓名: 邱建 
职务: 国保支队长（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九龙坡区红狮大道 1 号  九龙坡区公安分局   
      邮编：40003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6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65 
序号：2 

编号: 74169 
姓名: 彭江荣（2）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派出所 
      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正街 228 号  黄桷坪派出所 
      邮编：40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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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69 
序号：3 

编号: 74170 
姓名: 宋训斌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派出所 
      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正街 228 号  黄桷坪派出所 
      邮编：40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6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70 
序号：4 

编号: 74499 
姓名: 谢东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政法委 
      （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重庆市合川区希尔安大道 222 号   合川区政法委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9 
序号：5 

编号: 74501 
姓名: 徐安众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综治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政法委 
      （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重庆市合川区希尔安大道 222 号   合川区政法委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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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合川区综治办 
      （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重庆市合川区希尔安大道 222 号   合川区政法委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1 
序号：6 

编号: 74502 
姓名: 陈德新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政法委 
      （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重庆市合川区希尔安大道 222 号   合川区政法委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7 

      重庆市合川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重庆市合川区希尔安大道 222 号   合川区政法委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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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2 
序号：7 

编号: 74503 
姓名: 何阳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重庆市合川区希尔安大道 222 号   合川区政法委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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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3 
序号：8 

编号: 74505 
姓名: 肖长印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合川区营盘街 99 号  合川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5 
序号：9 

编号: 74506 
姓名: 黄京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合川区营盘街 99 号  合川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6 
序号：10 

编号: 74507 
姓名: 张红睿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合川区营盘街 99 号  合川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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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7 
序号：11 

编号: 74508 
姓名: 赵高兵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合川区营盘街 99 号  合川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8 
序号：12 

编号: 74509 
姓名: 杨成利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合川区营盘街 99 号  合川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9 
序号：13 

编号: 74511 
姓名: 付正华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五尊“洗脑班” 
      重庆市合川区五尊塘路 18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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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1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11 
序号：14 

编号: 74513 
姓名: 刘禄建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云门镇派出所 
      重庆市合川区云门镇派出所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13 
序号：15 

编号: 74514 
姓名: 唐胜兵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云门镇派出所 
      重庆市合川区云门镇派出所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14 
序号：16 

编号: 74515 
姓名: 姚老么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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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合川区云门镇派出所 
      重庆市合川区云门镇派出所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15 
序号：17 

编号: 82048 
姓名: 刘强（4） 
职务: 副市长、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 252 号 
      邮编：40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60 

      重庆市政法委 
      重庆市渝北区红石路 241 号  重庆市政法委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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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48 
序号：18 

编号: 82051 
姓名: 周存开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政法委 
      重庆市渝北区红石路 241 号  重庆市政法委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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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1 
序号：19 

编号: 82052 
姓名: 杨君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渝南大道 200 号 巴南区政法委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2 
序号：20 

编号: 82056 
姓名: 刘开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大道 66 号 巴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6 
序号：21 

编号: 82057 
姓名: 杨道彬 
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大道 66 号 巴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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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7 
序号：22 

编号: 82058 
姓名: 冉超福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大道 66 号 巴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8 
序号：23 

编号: 82059 
姓名: 魏红艺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大道 66 号 巴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4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9 
序号：24 

编号: 82061 
姓名: 江渝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法院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海大道 6 号 巴南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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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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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1 
序号：25 

编号: 82062 
姓名: 蒋明霞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法院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海大道 6 号 巴南区法院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2 
序号：26 

编号: 82063 
姓名: 刘恒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法院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海大道 6 号 巴南区法院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3 
序号：27 

编号: 82065 
姓名: 张德江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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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 
      重庆市巴南区渔洞镇鱼轻路 23 号 巴南区检察院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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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5 
序号：28 

编号: 82066 
姓名: 田诚 
职务: 公诉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 
      重庆市巴南区渔洞镇鱼轻路 23 号 巴南区检察院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6 
序号：29 

编号: 82067 
姓名: 冯涛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 
      重庆市巴南区渔洞镇鱼轻路 23 号 巴南区检察院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7 
序号：30 

编号: 82068 
姓名: 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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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办检察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 
      重庆市巴南区渔洞镇鱼轻路 23 号 巴南区检察院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8 
序号：31 

编号: 82070 
姓名: 彭勇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看守所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武星村  巴南区看守所  
       邮编：4013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70 
序号：32 

编号: 82071 
姓名: 谢德兵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看守所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武星村  巴南区看守所  
       邮编：4013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71 
序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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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2073 
姓名: 刘嗣荣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跳石派出所 
      重庆市巴南区跳石镇街道 跳石派出所  
       邮编：40134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73 
序号：34 

编号: 82074 
姓名: 王冰心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跳石派出所 
      重庆市巴南区跳石镇街道 跳石派出所  
       邮编：40134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74 
序号：35 

编号: 82075 
姓名: 钟汉庭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跳石派出所 
      重庆市巴南区跳石镇街道 跳石派出所  
       邮编：40134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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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75 
序号：36 

编号: 82076 
姓名: 郝启飞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跳石派出所 
      重庆市巴南区跳石镇街道 跳石派出所  
       邮编：40134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76 
序号：37 

编号: 82077 
姓名: 王立新 
职务: 刑二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 
      地址 1：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152 号 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 
       邮编：400012 
        
       地址 2：重庆渝中区大溪沟人民路 13 号  市第五法院  
       邮编：40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2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77 
序号：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