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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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编号: 72206 
姓名: 张伟 （6）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文庙街 119 号  
      邮编：63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06 
序号：1 

编号: 72208 
姓名: 王兴平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检察院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巴州大道 158 号 
      邮编：6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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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08 
序号：2 

编号: 72209 
姓名: 文利军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检察院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巴州大道 158 号 
      邮编：6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0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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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09 
序号：3 

编号: 72210 
姓名: 张缳以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检察院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巴州大道 158 号 
      邮编：6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0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0 
序号：4 

编号: 72211 
姓名: 周毅（1）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检察院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巴州大道 158 号 
      邮编：6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0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1 
序号：5 

编号: 72212 
姓名: 刘磊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检察院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巴州大道 158 号 
      邮编：6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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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2 
序号：6 

编号: 72214 
姓名: 徐锋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法院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东城街 102 号 
      邮编：63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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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4 
序号：7 

编号: 72215 
姓名: 黎臻懿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法院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东城街 102 号 
      邮编：63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5 
序号：8 

编号: 72216 
姓名: 蒲晓东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法院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东城街 1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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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3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6 
序号：9 

编号: 72217 
姓名: 张丛志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法院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东城街 102 号 
      邮编：63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7 
序号：10 

编号: 72218 
姓名: 王风兰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法院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东城街 102 号 
      邮编：63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18 
序号：11 

编号: 72306 
姓名: 赖旭刚 （2） 
职务: 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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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政府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 6 号   
      邮编：6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4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江阳西路 28 号 
      邮编：6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5 

责任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6 
序号：12 

编号: 72307 
姓名: 乔建华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江阳西路 28 号 
      邮编：6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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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7 
序号：13 

编号: 72309 
姓名: 陈卓 （2）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检察院 
      地址 1：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江阳西路  江阳区检察院  
      邮编：646000  
       
      地址 2：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 15 号  
      邮编：6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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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9 
序号：14 

编号: 72311 
姓名: 王郁逊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法院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西路 40 号  
      邮编：6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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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11 
序号：15 

编号: 72312 
姓名: 李焕庭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法院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西路 40 号  
      邮编：6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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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12 
序号：16 

编号: 72438 
姓名: 邓勇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政法委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桂湖中路 9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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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 61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3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38 
序号：17 

编号: 72444 
姓名: 林雁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三瓦窑派出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新区天和东街 9 号  
      邮编 : 61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44 
序号：18 

编号: 72445 
姓名: 李非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三瓦窑派出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新区天和东街 9 号  
      邮编 : 61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45 
序号：19 

编号: 72446 
姓名: 曾祥初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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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三瓦窑派出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新区天和东街 9 号  
      邮编 : 61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46 
序号：20 

编号: 72447 
姓名: 曾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三瓦窑派出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新区天和东街 9 号  
      邮编 : 61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47 
序号：21 

编号: 72448 
姓名: 袁云强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三瓦窑派出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新区天和东街 9 号  
      邮编 : 61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48 
序号：22 

编号: 72449 
姓名: 吴若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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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三瓦窑派出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新区天和东街 9 号  
      邮编 : 61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49 
序号：23 

编号: 72451 
姓名: 龚放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 18 号 
      邮编: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1 
序号：24 

编号: 72452 
姓名: 蒋泉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 18 号 
      邮编: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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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2 
序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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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2453 
姓名: 白永康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 18 号 
      邮编: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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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3 
序号：26 

编号: 72455 
姓名: 罗渝湘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晖北路 99 号  
      邮编 : 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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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5 
序号：27 

编号: 72456 
姓名: 江君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晖北路 99 号  
      邮编 : 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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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6 
序号：28 

编号: 72458 
姓名: 刘庆华（2）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法院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韵路 8 号 
      邮编 : 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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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8 
序号：29 

编号: 72459 
姓名: 谢钢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法院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韵路 8 号 
      邮编 : 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9 
序号：30 

编号: 72461 
姓名: 邱俊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看守所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安靖镇下街 36 号 
      邮编 : 6117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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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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61 
序号：31 

编号: 73039 
姓名: 杨雷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政法委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 6 号 
      邮编：6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39 
序号：32 

编号: 75727 
姓名: 杨诚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中级法院 
      地址 1: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东平大道  遂宁市中级法院 
      邮编：629000 
       
      地址 2: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和平西路 199 号  遂宁市法院 
      邮编:629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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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27 
序号：33 

编号: 75729 
姓名: 范芹 
职务: 遂宁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原射洪县法院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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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遂宁市中级法院 
      地址 1: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东平大道  遂宁市中级法院 
      邮编：629000 
       
      地址 2: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和平西路 199 号  遂宁市法院 
      邮编:629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26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法院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文化路 134 号  射洪县法院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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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29 
序号：34 

编号: 75730 
姓名: 袁晓燕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法院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文化路 134 号  射洪县法院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2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30 
序号：35 

编号: 75731 
姓名: 赵玉佩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法院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文化路 134 号  射洪县法院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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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31 
序号：36 

编号: 75734 
姓名: 黄小文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政法委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伯玉路 231 号  射洪县政法委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3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34 
序号：37 

编号: 75736 
姓名: 周渊 
职务: 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政法委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伯玉路 231 号  射洪县政法委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3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36 
序号：38 

编号: 75738 
姓名: 戴雄藛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检察院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新阳街 242 号  射洪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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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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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38 
序号：39 

编号: 75739 
姓名: 韩健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检察院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新阳街 242 号  射洪县检察院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3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39 
序号：40 

编号: 75741 
姓名: 吴军（2）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公安局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太和镇下南街 24 号  县公安局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41 
序号：41 

编号: 75742 
姓名: 周毅（2）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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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公安局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太和镇下南街 24 号  县公安局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4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42 
序号：42 

编号: 75743 
姓名: 何仁奎 
职务: 国安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公安局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太和镇下南街 24 号  县公安局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4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43 
序号：43 

编号: 75744 
姓名: 谢胜 
职务: 国安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公安局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太和镇下南街 24 号  县公安局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4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44 
序号：44 

编号: 75745 
姓名: 何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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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安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公安局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太和镇下南街 24 号  县公安局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4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45 
序号：45 

编号: 75747 
姓名: 杜萍萍 
职务: 检察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检察院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旗山东路  遂宁市检察院 
      邮编：629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4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47 
序号：46 

编号: 82120 
姓名: 张滔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政法委 
      四川省什邡市方亭镇亭江东路 34 号   什邡市政法委 
       邮编：61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1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20 
序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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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2121 
姓名: 刘成武 
职务: 防邪办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什邡市方亭镇亭江东路 34 号   什邡市政法委 
       邮编：61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1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21 
序号：48 

编号: 82125 
姓名: 肖秀懿 
职务: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政府 
      （什邡市政府）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蓥峰北路 1 号  
       邮编：61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23 

      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公安局 
      四川省什邡市方亭镇永宁街 6 号   什邡市公安局 
       邮编：61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2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25 
序号：49 

编号: 82127 
姓名: 毛世荣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法院 
      四川省什邡市蓥华山路南段 33 号   什邡市法院 
       邮编：61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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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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27 
序号：50 

编号: 82128 
姓名: 李勤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 1：四川省德阳市长江东路 279 号  德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618000 
        
       地址 2：四川德阳市长江路 239 号  
       邮编：6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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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28 
序号：51 

编号: 82133 
姓名: 陈鹏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洛水镇派出所 
      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公安局洛水镇派出所 
       邮编：618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3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33 
序号：52 

编号: 82333 
姓名: 胡小伟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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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政法委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自由街 4 号 大竹县政法委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29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综治办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自由街 4 号 大竹县政法委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3 
序号：53 

编号: 82334 
姓名: 甘建军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自由街 4 号 大竹县政法委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4 
序号：54 

编号: 82336 
姓名: 陈勇（7）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公安局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北大街政务中心   大竹县公安局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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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6 
序号：55 

编号: 82337 
姓名: 刘高勇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公安局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北大街政务中心   大竹县公安局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5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7 
序号：56 

编号: 82339 
姓名: 陈刚（4）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检察院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竹阳东路 23 号 大竹县检察院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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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9 
序号：57 

编号: 82340 
姓名: 陈刚（4）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检察院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竹阳东路 23 号 大竹县检察院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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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40 
序号：58 

编号: 82342 
姓名: 何成军（2）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法院 
      四川省达州市竹阳镇新华街 245 号 大竹县法院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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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42 
序号：59 

编号: 82344 
姓名: 邓传明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看守所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看守所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44 
序号：60 

编号: 82346 
姓名: 石永康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北区派出所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北大街 138 号 北区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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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46 
序号：61 

编号: 82349 
姓名: 王浩瀚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看守所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通川北路  达州市看守所 邮政编码：63509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49 
序号：62 

编号: 85149 
姓名: 谢忠华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政法委 
      地址 1：四川省攀枝花市炳草岗大街  市政法委员  
       邮编：617000     
        
       地址 2：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街 4 号  市政法委 
       邮编：6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4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49 
序号：63 

编号: 85154 
姓名: 敬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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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安局 
      地址 1：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新源路 110 号 攀枝花市公安局 
       邮编：617000 
        
       地址 2：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街 9 号  
       邮编：6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54 
序号：64 

编号: 85155 
姓名: 蒋州银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安局 
      地址 1：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新源路 110 号 攀枝花市公安局 
       邮编：617000 
        
       地址 2：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街 9 号  
       邮编：6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53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55 
序号：65 

编号: 85158 
姓名: 高应华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政法委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河北路 103 号 东区政法委 
       邮编：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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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58 
序号：66 

编号: 85162 
姓名: 刘文权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南段 522 号  东区公安分局  
       邮编: 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2 
序号：67 

编号: 85163 
姓名: 石磊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南段 522 号  东区公安分局  
       邮编: 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3 
序号：68 

编号: 85164 
姓名: 龚麟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南段 522 号  东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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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4 
序号：69 

编号: 85165 
姓名: 王希斌（2）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南段 522 号  东区公安分局  
       邮编: 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5 
序号：70 

编号: 85166 
姓名: 刘妍杉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南段 522 号  东区公安分局  
       邮编: 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1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6 
序号：71 

编号: 85168 
姓名: 李德钢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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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派出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中段 大渡口派出所 
       邮编: 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8 
序号：72 

编号: 85169 
姓名: 周彬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派出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中段 大渡口派出所 
       邮编: 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9 
序号：73 

编号: 85170 
姓名: 何冬敏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派出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中段 大渡口派出所 
       邮编: 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0 
序号：74 

编号: 85171 
姓名: 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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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派出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中段 大渡口派出所 
       邮编: 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6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1 
序号：75 

编号: 85173 
姓名: 李远平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看守所 
      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弯腰树  攀枝花市看守所 
       邮编：617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3 
序号：76 

编号: 85174 
姓名: 高登武 
职务: 政委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看守所 
      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弯腰树  攀枝花市看守所 
       邮编：617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4 
序号：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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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5176 
姓名: 蒋毅（2）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法院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河北路 154 号  东区法院 
       邮编：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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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6 
序号：78 

编号: 85177 
姓名: 徐坤林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法院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河北路 154 号  东区法院 
       邮编：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7 
序号：79 

编号: 85178 
姓名: 王娟 
职务: 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法院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河北路 154 号  东区法院 
       邮编：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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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8 
序号：80 

编号: 85180 
姓名: 卢建军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检察院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河北路  东区检察院 
       邮编: 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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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80 
序号：81 

编号: 85181 
姓名: 张弛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检察院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河北路  东区检察院 
       邮编: 61706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7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81 
序号：82 

编号: 88484 
姓名: 陈文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政法委 
      四川省都江堰市瑞莲街 84 号  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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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84 
序号：83 

编号: 88486 
姓名: 陈利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综治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瑞莲街 84 号  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8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86 
序号：84 

编号: 88488 
姓名: 周磊 
职务: 市维稳办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维稳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瑞莲街 84 号  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87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公安局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彩虹大道南段 1025 号  都江堰市公安局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88 
序号：85 

编号: 88489 
姓名: 徐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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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瑞莲街 84 号  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89 
序号：86 

编号: 88490 
姓名: 黄凯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瑞莲街 84 号  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90 
序号：87 

编号: 88491 
姓名: 帅开蓉 
职务: 纪检组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瑞莲街 84 号  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91 
序号：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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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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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88492 
姓名: 达军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公安局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彩虹大道南段 1025 号  都江堰市公安局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92 
序号：89 

编号: 88493 
姓名: 唐云林 
职务: 国保大队长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公安局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彩虹大道南段 1025 号  都江堰市公安局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2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93 
序号：90 

编号: 88494 
姓名: 周波 
职务: 国保大队队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公安局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彩虹大道南段 1025 号  都江堰市公安局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2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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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94 
序号：91 

编号: 91510 
姓名: 程继茂 
职务: 专职副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政法委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 387 号   雨城区政法委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0 
序号：92 

编号: 91511 
姓名: 谢余飞 
职务: 区“610 办公室”“矫正小组”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 387 号   雨城区政法委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1 
序号：93 

编号: 91512 
姓名: 黄洁莹 
职务: 区“610 办公室”“矫正小组”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 387 号   雨城区政法委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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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2 
序号：94 

编号: 91513 
姓名: 唐丽娟 
职务: 区“610 办公室”“矫正小组”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 387 号   雨城区政法委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3 
序号：95 

编号: 91514 
姓名: 李庆华 
职务: 区“610 办公室”“矫正小组”人员（清洁工）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 387 号   雨城区政法委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4 
序号：96 

编号: 91515 
姓名: 张峰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局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顺路村 5 组   雨城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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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5 
序号：97 

编号: 91516 
姓名: 郑敬东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局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顺路村 5 组   雨城区分局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6 
序号：98 

编号: 91517 
姓名: 王春雷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局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顺路村 5 组   雨城区分局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7 
序号：99 

编号: 91518 
姓名: 彭勇（2）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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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局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顺路村 5 组   雨城区分局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8 
序号：100 

编号: 91519 
姓名: 王雅峻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原雨城区分局东城派出所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局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顺路村 5 组   雨城区分局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9 
序号：101 

编号: 91520 
姓名: 王清富 
职务: 法制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局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顺路村 5 组   雨城区分局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0 
序号：102 

编号: 91521 
姓名: 高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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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治安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局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顺路村 5 组   雨城区分局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1 
序号：103 

编号: 91523 
姓名: 王东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东城派出所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建新路  东城派出所 
       邮编: 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3 
序号：104 

编号: 91525 
姓名: 赵锋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法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姚桥镇汉碑路  雨城区法院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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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5 
序号：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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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1526 
姓名: 王卫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法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姚桥镇汉碑路  雨城区法院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6 
序号：106 

编号: 91527 
姓名: 王雅江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法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姚桥镇汉碑路  雨城区法院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7 
序号：107 

编号: 91528 
姓名: 谢跃林 
职务: 陪审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法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姚桥镇汉碑路  雨城区法院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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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8 
序号：108 

编号: 91529 
姓名: 朱魁 
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法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姚桥镇汉碑路  雨城区法院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29 
序号：109 

编号: 91531 
姓名: 吴双文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检察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建新路 257 号  雨城区检察院  
       邮编: 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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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31 
序号：110 

编号: 91532 
姓名: 张露 
职务: 公诉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检察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建新路 257 号  雨城区检察院  
       邮编: 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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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32 
序号：111 

编号: 91534 
姓名: 方浩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多营看守所 
      四川省雅安市多营看守所  
       邮编: 625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34 
序号：112 

编号: 91535 
姓名: 王惠康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多营看守所 
      四川省雅安市多营看守所  
       邮编: 625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35 
序号：113 

编号: 91537 
姓名: 邹瑾 
职务: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委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正和路 1 号 雅安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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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88 

      四川省雅安市政府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正和路 1 号 雅安市委/市政府  
       邮编: 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36 

      四川省雅安市政法委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正和路 1 号 雅安市委/市政府  
       邮编: 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8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37 
序号：114 

编号: 95127 
姓名: 万星明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政法委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江口镇新平街东段 50 号  平昌县政法委 
       邮编：6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3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27 
序号：115 

编号: 95128 
姓名: 王荣华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江口镇新平街东段 50 号  平昌县政法委 
       邮编：6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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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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28 
序号：116 

编号: 95129 
姓名: 何绍斌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江口镇新平街东段 50 号  平昌县政法委 
       邮编：6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4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29 
序号：117 

编号: 95131 
姓名: 郭楠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公安局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新华袁三巷 12 号   平昌县公安局 
       邮编: 6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1 
序号：118 

编号: 95132 
姓名: 席显宇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公安局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新华袁三巷 12 号   平昌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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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6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2 
序号：119 

编号: 95133 
姓名: 王扬波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公安局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新华袁三巷 12 号   平昌县公安局 
       邮编: 6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3 
序号：120 

编号: 95134 
姓名: 阳毅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公安局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新华袁三巷 12 号   平昌县公安局 
       邮编: 6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0 

责任系统: 公安, 国保、政保科,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4 
序号：121 

编号: 95136 
姓名: 李坤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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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响滩派出所 
      四川省平昌县响滩镇  响滩派出所 
       邮编: 6364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6 
序号：122 

编号: 95137 
姓名: 蒲林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响滩派出所 
      四川省平昌县响滩镇  响滩派出所 
       邮编: 6364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7 
序号：123 

编号: 95138 
姓名: 杨帅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响滩派出所 
      四川省平昌县响滩镇  响滩派出所 
       邮编: 6364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8 
序号：124 

编号: 95140 
姓名: 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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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民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拘留所 
      四川省平昌县拘留所 
       邮编: 6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40 
序号：125 

编号: 95141 
姓名: 王飞 
职务: 民警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拘留所 
      四川省平昌县拘留所 
       邮编: 6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41 
序号：126 

编号: 95406 
姓名: 何治林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6 
序号：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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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407 
姓名: 李建林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7 
序号：128 

编号: 95408 
姓名: 杨勇（4）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8 
序号：129 

编号: 95409 
姓名: 宋大军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9 
序号：130 

编号: 95410 
姓名: 曾玲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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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10 
序号：131 

编号: 95411 
姓名: 李可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11 
序号：132 

编号: 95412 
姓名: 戴大志 
职务: 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12 
序号：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