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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编号: 16926 
序号：1001 
姓名: 赵贵恒 
职务: 副区长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政府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2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史庆文、姚桂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65 

  
编号: 16927 
序号：1002 
姓名: 张国立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光明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2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史庆文、姚桂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65 

  
编号: 17228 
序号：1003 
姓名: 李伟 (1)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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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2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南天平、李梦春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2 

  
编号: 17229 
序号：1004 
姓名: 索宏钢 
职务: 院长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2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南天平、李梦春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2 

  
编号: 17230 
序号：1005 
姓名: 黄志昌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大兴区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南天平、李梦春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2 

  
编号: 17231 
序号：1006 
姓名: 唐晶晶 
职务: 四大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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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南天平、李梦春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2 

  
编号: 17232 
序号：1007 
姓名: 钱胜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丰台分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南天平、李梦春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2 

  
编号: 17233 
序号：1008 
姓名: 王方瑜 
职务:  
单位: 北京丰台分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南天平、李梦春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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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 of 54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编号: 17234 
序号：1009 
姓名: 陆淑心 
职务:  
单位: 北京丰台分局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南天平、李梦春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2 

  
编号: 17235 
序号：1010 
姓名: 卢强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丰台区樊家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23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乌鲁木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南天平、李梦春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12 

  
编号: 17533 
序号：1011 
姓名: 孙士祥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顺义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3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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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进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4 

  
编号: 17534 
序号：1012 
姓名: 毛占生 
职务: 纪委书记 
单位: 顺义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3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进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4 

  
编号: 17535 
序号：1013 
姓名: 夏波 
职务: 所长 
单位: 顺义区仁和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3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进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4 

  
编号: 17536 
序号：1014 
姓名: 齐怀玉 
职务: 所长 
单位: 通州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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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3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进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4 

  
编号: 17889 
序号：1015 
姓名: 杜黎彬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8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福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00 

  
编号: 17890 
序号：1016 
姓名: 崔琳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朝阳区豆各庄乡 501 号 邮编：100023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9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福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00 

  
编号: 17892 
序号：1017 
姓名: 王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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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处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看守所预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清河镇龙岗路 25 号 邮编：100085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9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福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00 

  
编号: 17893 
序号：1018 
姓名: 郭鹏 
职务: 监督员 
单位: 北京市海淀看守所执法质量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清河镇龙岗路 25 号 邮编：100085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9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福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00 

  
编号: 17897 
序号：1019 
姓名: 陈雷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12 号 邮编： 100080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9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福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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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编号: 17898 
序号：1020 
姓名: 胡学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曙光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 1 号 邮编： 100080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9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福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00 

  
编号: 18143 
序号：1021 
姓名: 陈德宝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4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耿向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62 

  
编号: 18144 
序号：1022 
姓名: 杨建军 
职务: 预审处警察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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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4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耿向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62 

  
编号: 18145 
序号：1023 
姓名: 徐梦启 
职务: 预审处警察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14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耿向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62 

  
编号: 18915 
序号：1024 
姓名: 陈秋生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综治委主任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区委常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昌平区委政法委 
单位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2200 电话:89741650 
电话：010-69746431－50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1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5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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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8916 
序号：1025 
姓名: 田运胜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公安局昌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甲 68 号 邮编：102200 电话：办公室：010-
69742197 总机：010-69742115、010-69742041 
电话：89784582、89782775、80111350、80193803、69746110、69746231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1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5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338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庆冬、宋钊、孙立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8 

  
编号: 18917 
序号：1026 
姓名: 陈海龙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公安局昌平分局, 北京昌平区长陵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甲 68 号 邮编：102200 
电话：89784582、89782775、80111350、80193803、69746110、69746231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1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5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庆冬、宋钊、孙立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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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8918 
序号：1027 
姓名: 李云峰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公安局昌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甲 68 号 邮编：102200 
电话：89784582、89782775、80111350、80193803、69746110、69746231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1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5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庆冬、宋钊、孙立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8 

  
编号: 18919 
序号：1028 
姓名: 齐炳瑞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政法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１９号 
邮编：102200 
电话：010-69746431-503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主任齐炳瑞：010-89741657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1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5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338 

 追查北京福田汽车股份公司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田世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45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庆冬、宋钊、孙立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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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8920 
序号：1029 
姓名: 孙爱平 
职务: 副主任 （女） 
单位: 北京昌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區政府街十九號邮编：102200 
电话: 010-89741657、13651051478, QQ：812697549  (迫害法輪功的急先鋒)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2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5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桂华、王雨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42 

 追查北京福田汽车股份公司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田世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45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庆冬、宋钊、孙立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8 

  
编号: 18921 
序号：1030 
姓名: 康丽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昌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區政府街十九號 邮编：102200 
电话: 010-89741539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2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5 

 追查评剧《啼血杜鹃》的相关责任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4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庆冬、宋钊、孙立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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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8922 
序号：1031 
姓名: 关鸿杰 
职务: 负责人 
单位: 昌平东小口镇政府“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昌平区东小口镇政府 邮编：102200 
電話：010-84811891, 84819662, 84812027, 010-69791224 
负责人、镇武装部长关鸿杰：手机 13910388531 
昌平区东小口镇“610”工作人员刘德明：84816533、13146729960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2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庆冬、宋钊、孙立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8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5 

  
编号: 18923 
序号：1032 
姓名: 刘德明 
职务: 负责人 
单位: 昌平东小口镇政府“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昌平区东小口镇政府 邮编：102200 
電話：010-84816533、13146729960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2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5 

  
编号: 18924 
序号：1033 
姓名: 牛晓彪 
职务: 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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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北京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昌平区东小口镇中滩村 387 号 邮编：102200 
电话：010-84811950、84811951、84811952, 69114386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2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庆冬、宋钊、孙立新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18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5 

  
编号: 19244 
序号：1034 
姓名: 孙超美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10-8358060810-83502035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里仁街４号  邮政编码 100054 
地址: 北京西城区右安门东街 7 号 
邮编:100054 
电话: 孙超美 手机：13901173250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4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6 

  
编号: 19245 
序号：1035 
姓名: 魏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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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西城区右安门东街 7 号 
邮编:100054 
电话: 魏书良 手机：15901380678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4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6 

  
编号: 19246 
序号：1036 
姓名: 张志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西城区右安门东街 7 号 
邮编:100054 
电话: 张志明 手机：13910884347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4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6 

  
编号: 19247 
序号：1037 
姓名: 刘立新 
职务: 警官 
单位: 北京市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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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4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编号: 19248 
序号：1038 
姓名: 肖蕊 
职务: 警官 
单位: 北京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4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编号: 19249 
序号：1039 
姓名: 李远芳 
职务: 警官 
单位: 北京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4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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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9250 
序号：1040 
姓名: 王英华 
职务: 警官 
单位: 北京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庆丰路汇丰街润荷巷 3 号 
邮编:102609 
北京市女子监狱电话：010-60262342 
监狱四分监区电话：010-60262341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5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6 

  
编号: 19251 
序号：1041 
姓名: 张海娜 
职务: 八分监区监区长 
单位: 北京市女子监狱八分监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5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编号: 19252 
序号：1042 
姓名: 张萍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北京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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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5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编号: 19253 
序号：1043 
姓名: 刘静 
职务: 狱警 
单位: 北京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5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编号: 19254 
序号：1044 
姓名: 刘莉莉 
职务: 狱警 
单位: 北京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5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编号: 19255 
序号：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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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直 
职务: 狱警 
单位: 北京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5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编号: 19256 
序号：1046 
姓名: 许晨阳 
职务: 狱警 
单位: 北京市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5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杜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0 

  
编号: 19735 
序号：1047 
姓名: 张志国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顺义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中街 16 号 邮编 102300 
顺义区 610 电话: 010-89476002, 010-89476003 
顺义区综合治理办公室：010-69433131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3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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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维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7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编号: 19736 
序号：1048 
姓名: 姚雷 
职务: 警察 
单位: 顺义区公安分局国保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平西路 8 号 邮编：101300 
电话：010- 69424957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3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维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7 

  
编号: 19737 
序号：1049 
姓名: 赵之武 
职务: 警察 
单位: 顺义区公安分局国保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平西路 8 号 邮编：101300 
电话：010- 69424957 
赵之武（国保处处长）：13801163926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3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维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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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9739 
序号：1050 
姓名: 郑敏 
职务: 警察（顺义区公安分局国保）， 主任（顺义区“610 办公室”） 
单位: 顺义区公安分局国保， 顺义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平西路 8 号 邮编：101300 
电话：010- 69424957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3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夏占义、刘志远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2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苏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维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7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史庆文、姚桂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65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朱进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4 

  
编号: 19740 
序号：1051 
姓名: 刘天奇 
职务: 检察员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检察院代理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新顺南大街 19 号 邮编：101300 
电话：(办公室)010-81496801, (值班室)010-81496835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4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维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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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2 of 54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编号: 19741 
序号：1052 
姓名: 姜嘉玉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顺义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 邮编：101300 
电话：010-69444395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4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维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7 

  
编号: 19742 
序号：1053 
姓名: 陈汉民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顺义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 邮编：101300 
法院电话：010-69421394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4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维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7 

  
编号: 19743 
序号：1054 
姓名: 郑谊群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顺义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 邮编：101300 
法院电话：010-69421394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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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4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维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7 

  
编号: 19744 
序号：1055 
姓名: 孙树华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顺义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 邮编：101300 
法院电话：010-69421394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4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维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7 

  
编号: 19745 
序号：1056 
姓名: 王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泥河村 邮编：101300 
看守所电话：010-69404075, 010-69401575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4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维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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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9746 
序号：1057 
姓名: 杨海鹰 
职务: 政委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泥河村 邮编：101300 
看守所电话：010-69404075, 010-69401575, 010-69401364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4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维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7 

  
编号: 19826 
序号：1058 
姓名: 傅政华 
职务: 党委书记、局长 
单位: 北京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政法委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电话： 63088501 
北京市公安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9 号 邮编：10074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2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秦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6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8 

  
编号: 19827 
序号：1059 
姓名: 张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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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2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秦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6 

  
编号: 19828 
序号：1060 
姓名: 郭少松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2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秦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6 

  
编号: 19829 
序号：1061 
姓名: 赵永生 (2)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高碑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2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秦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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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9830 
序号：1062 
姓名: 刘志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高碑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83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秦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96 

  
编号: 20905 
序号：1063 
姓名: 程连元 
职务: 区长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90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昱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9 

  
编号: 20906 
序号：1064 
姓名: 战玉贵 
职务: 区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906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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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7 of 54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昱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9 

  
编号: 20907 
序号：1065 
姓名: 陶晶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 1 号 
邮编：100025，电话：10-85953400, 传真；10-85953415，10-85953416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90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昱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9 

 追查北京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63 

  
编号: 20909 
序号：1066 
姓名: 门建广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90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昱见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9 

  
编号: 21964 
序号：1067 
姓名: 张伟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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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朝阳分局东湖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花园 130 楼 
邮编：100102，值班传真电话：10-64713294，值班电话：10-64713297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6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63 

  
编号: 21965 
序号：1068 
姓名: 迟耀海 
职务: 望京社区警察 
单位: 朝阳分局东湖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花园 130 楼 
邮编：100102，值班传真电话：10-64713294，值班电话：10-64713297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6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吴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63 

  
编号: 22175 
序号：1069 
姓名: 汪先永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密云县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住址: 中国北京市密云县鼓楼西大街 3 号 邮编: 101500 
电话: 010-69043970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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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密云县“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木兰、来秀春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4 

  
编号: 22176 
序号：1070 
姓名: 张玉鲲 
职务: 原政法委书记张玉鲲（2010.3-2011.12） 
单位: 北京市密云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住址: 北京市密云县鼓楼西大街 13 号 邮编: 101500 
电话: 01069044066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密云县“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木兰、来秀春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4 

  
编号: 22177 
序号：1071 
姓名: 王宏达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密云县委“610 办公室”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住址: 北京市密云县鼓楼西大街 13 号 邮编: 101500 
电话: 010--69022215 
密云县政法委：010-6904406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密云县“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木兰、来秀春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4 

  
编号: 22178 
序号：1072 
姓名: 高起增 
职务: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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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北京市密云县委“610 办公室”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住址: 北京市密云县鼓楼西大街 13 号 邮编: 101500 
电话: 010--69022215 
密云县政法委：010-6904406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密云县“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木兰、来秀春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4 

  
编号: 22179 
序号：1073 
姓名: 张健 
职务: 书记、局长 
单位: 密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住址: 密云县西大桥路 12 号 邮编: 101500 电话: 69045456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密云县“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木兰、来秀春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4 

  
编号: 22180 
序号：1074 
姓名: 肖春明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密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住址: 密云县西大桥路 12 号 邮编: 101500 电话: 69045456, 肖春明 
1391178325 
国保大队长室：010-69063809 
密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010-69063629 010-69063806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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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密云县“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木兰、来秀春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4 

  
编号: 22181 
序号：1075 
姓名: 马强 
职务: 院长 
单位: 密云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住址: 北京市密云县西大桥路 5 号 邮编:101500 
电话: 010-69092106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密云县“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木兰、来秀春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4 

  
编号: 22182 
序号：1076 
姓名: 陈平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密云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住址: 北京市密云县西大桥路 10 号 邮编: 101500 
电话: 010-69097788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8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密云县“610 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木兰、来秀春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74 

  
编号: 22789 
序号：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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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常卫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政法委员会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育群胡同 6 号 邮编：10010 
电话：010-64077376, 东城区政府：010-6403111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8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曹东、张一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27 

  
编号: 22790 
序号：1078 
姓名: 赵京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豆腐池胡同 11 号 
电话： 64064118, 84081556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9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曹东、张一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27 

  
编号: 22791 
序号：1079 
姓名: 丛健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东城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回龙观往北（定泗路） 
电话：010-80712456, 80712525-61104 
值班: 010－84081784,东城区看守所: 010－84081868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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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9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曹东、张一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27 

  
编号: 23339 
序号：1080 
姓名: 朱光彤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１９号 
邮编：102200 
电话：010-69746431-50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33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338 

  
编号: 23340 
序号：1081 
姓名: 张玉苹 
职务: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小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东大街 199 （回龙观地区办事处） 
邮编：102208 
电话：010-81749001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34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卢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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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476 
序号：1082 
姓名: 于泓源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南小街后广平胡同 39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010-58575683 
传真：010-58575684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追查北京前进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757 

  
编号: 23477 
序号：1083 
姓名: 刘国玺 
职务: 二大队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二大队队长刘国玺：13501360151、13911792601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追查北京团河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郑振远、刘国玺、肖政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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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478 
序号：1084 
姓名: 郑罡 
职务: 二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79 
序号：1085 
姓名: 张国强 
职务: 二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80 
序号：1086 
姓名: 张超 
职务: 二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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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8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81 
序号：1087 
姓名: 郭金河 
职务: 二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8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追查北京市团河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 

  
编号: 23482 
序号：1088 
姓名: 张海生 
职务: 二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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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大队长张海生：13501106372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8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83 
序号：1089 
姓名: 李伟 (2)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小队长李伟：010-81957202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8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84 
序号：1090 
姓名: 田禹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8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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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85 
序号：1091 
姓名: 张华 (1)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8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86 
序号：1092 
姓名: 王峥峥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8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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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487 
序号：1093 
姓名: 王楠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8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88 
序号：1094 
姓名: 王宏亮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8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89 
序号：1095 
姓名: 王开源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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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8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90 
序号：1096 
姓名: 郄磊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9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91 
序号：1097 
姓名: 胡仲曙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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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9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92 
序号：1098 
姓名: 王凤宝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9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93 
序号：1099 
姓名: 朱晓晨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9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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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94 
序号：1100 
姓名: 吴雪迷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9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95 
序号：1101 
姓名: 刘增宝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9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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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497 
序号：1102 
姓名: 杨永光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9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98 
序号：1103 
姓名: 窦浩川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9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499 
序号：1104 
姓名: 梁金恒 
职务: 二大队小队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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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东庆丰路 6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8377，传真：010-60278377 管理科：010-60278989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9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新安劳教所二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475 

  
编号: 23545 
序号：1105 
姓名: 陈强 
职务: 区委常委、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甲 1 号 
邮编：100043 
电话：010-68873814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非法抓捕老年法轮功学员杜香珍、边新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4 

  
编号: 23546 
序号：1106 
姓名: 奚杨 
职务: 预审科警察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甲 1 号 
邮编：100043 
电话：010-88788232 
警察奚杨：010-88788222 
法制处： （010）8878-8223 8878-8297 8878-8048 8878-8206 
预审处： （010）8878-8232 8878-8249 8878-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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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非法抓捕老年法轮功学员杜香珍、边新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4 

  
编号: 23547 
序号：1107 
姓名: 王永顺 
职务: 预审科警察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甲 1 号 
邮编：100043 
电话：010-88788232 
警察王永顺：010-88788222 
法制处： （010）8878-8223 8878-8297 8878-8048 8878-8206 
预审处： （010）8878-8232 8878-8249 8878-8222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非法抓捕老年法轮功学员杜香珍、边新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4 

  
编号: 23548 
序号：1108 
姓名: 岳树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 1 号 
邮编：100043 
电话：010-68873077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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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非法抓捕老年法轮功学员杜香珍、边新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4 

  
编号: 23549 
序号：1109 
姓名: 王波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 1 号 
邮编：100043 
电话：010-68873077 
副所长王波：13911671522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非法抓捕老年法轮功学员杜香珍、边新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4 

  
编号: 23550 
序号：1110 
姓名: 赵卫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 1 号 
邮编：100043 
电话：010-68873077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5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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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非法抓捕老年法轮功学员杜香珍、边新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4 

  
编号: 23551 
序号：1111 
姓名: 陈华蓉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 1 号 
邮编：100043 
电话：010-68873077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5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非法抓捕老年法轮功学员杜香珍、边新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44 

  
编号: 23567 
序号：1112 
姓名: 赵国新 
职务: 一大队队长 
单位: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魏永路 12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7013  010-60278899 转 5819（管教科） 
传真：010-60279648 
一大队队长赵国新：010-60278899 转 5101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6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军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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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568 
序号：1113 
姓名: 李子平 
职务: 二大队大队长 
单位: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魏永路 12 号 
邮编：102609 
电话：010-60277013  010-60278899 转 5819（管教科） 
传真：010-60279648 
二大队大队长李子平：010-60278899 转 5201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6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军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66 

 对北京市女子劳教所马捷、李静、朱晓丽、李继荣、焦学先、李秀英等不法分子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2 

  
编号: 25571 
序号：1114 
姓名: 刘彤燕 
职务: 刑庭庭长 
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丰台镇近园路 9 号  邮编：100071 
电话：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010—83836011  传 真 010—63713576 
原任院长： 董华 
刑庭庭长： 刘彤燕 
部份直拨电话：83827577  83827656  83836011  83827631  83827788 
83836022  8382752  83835245  83827525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71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关素明致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64 

 追查北京市及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武阳、孙敏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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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752 
序号：1115 
姓名: 王海涛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酒仙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30 号  邮编：100016 
电话：010-64371415  010-64333573  010-64333572  010-64378734，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75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酒仙桥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利、李托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751 

  
编号: 25753 
序号：1116 
姓名: 李玉宏 
职务: 高家园社区片警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酒仙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30 号  邮编：100016 
电话：010-64371415  010-64333573  010-64333572  010-64378734， 
社区片警李玉宏（分管迫害法轮功的所长）：13601161321  13601161320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75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酒仙桥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利、李托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751 

  
编号: 25754 
序号：1117 
姓名: 王利华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高家园社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王利华（王丽华）：010-64361499（办公室）住址：北京市朝阳区高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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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楼 3 层 4 号  邮编 100015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75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酒仙桥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利、李托民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751 

  
编号: 26137 
序号：1118 
姓名: 张金生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顺义区政法委政治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中街 16 号 邮编：101300 
电话：区 610 办 010-89476002 010-89476003 政法委 010-69444878 综治办 010-69433131 
张金生：010-6944487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编号: 26138 
序号：1119 
姓名: 姚建波 
职务: 主任 
单位: 顺义区综治办综治督导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中街 16 号 邮编：101300 
电话：区 610 办 010-89476002 010-89476003 政法委 010-69444878 综治办 010-69433131 
姚建波：010-69433131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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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编号: 26139 
序号：1120 
姓名: 庐永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顺义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 8 号 邮编：101300 
电话：010-69440212 办公室 010-69440212 国保支队 010-69424957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编号: 26141 
序号：1121 
姓名: 张华英 
职务: 所长 
单位: 杨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杨镇环镇（东）路 27 号 邮编：101309 
电话：010-61451350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4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编号: 26142 
序号：1122 
姓名: 李茂恒 
职务: 所长 
单位: 杨镇司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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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政府内 邮编：101309 
电话/传真：010-61451594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4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编号: 26143 
序号：1123 
姓名: 杨长旺 
职务: 司法助理 
单位: 杨镇司法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政府内 邮编：101309 
电话/传真：010-61451594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4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编号: 26144 
序号：1124 
姓名: 张金玲 
职务: 司法助理 
单位: 杨镇司法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政府内 邮编：101309 
电话/传真：010-61451594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4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伊淑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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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6736 
序号：1125 
姓名: 唐军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100022 
电话：总机 010-67393456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3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庄偃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1 

  
编号: 26737 
序号：1126 
姓名: 付德根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100022 
电话：总机 010-67393456 
单位系统: 
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3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庄偃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1 

  
编号: 26738 
序号：1127 
姓名: 刘鹏 
职务: 处长 
单位: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保卫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100022 
电话：总机 010-67393456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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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3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庄偃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