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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编号: 10132 
序号：1 
姓名: 曾勇 
职务:  
单位: 重庆晚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2 
迫害案例:  

 对参与中国大陆媒体诬陷诽谤法轮功的单位及个人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7 

  
编号: 10133 
序号：2 
姓名: 邹俊 
职务:  
单位: 重庆晚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3 
迫害案例:  

 对参与中国大陆媒体诬陷诽谤法轮功的单位及个人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7 

  
编号: 12269 
序号：3 
姓名: 王立军 
职务: 原公安局长，原副市长 
单位: 重庆市公安局，辽宁省锦州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公安局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泥磅黄龙路 555 号 
邮编：40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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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3-6375820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焱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追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敬之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09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8 

 追查国际就王立军被捕事件致中共官员的第三封公开信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74 

  
编号: 12270 
序号：4 
姓名: 母明江 
职务: 书记 
单位: 重庆市綦江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重庆市綦江区政法委 
邮编：401420 
电话/传真：023-48662561（区政法委） 
政法委书记母明江：023-48678668（宅），手机 1370940938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焱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追查重庆市綦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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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71 
序号：5 
姓名: 赵和平 
职务: 局长 
单位: 重庆市綦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焱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 

  
编号: 12272 
序号：6 
姓名: 周建强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安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焱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 

  
编号: 12273 
序号：7 
姓名: 吳钜 
职务: 书记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党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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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焱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 

  
编号: 12274 
序号：8 
姓名: 龚建荣 
职务: 保卫科科长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 
邮编：401442 
电话：023-4873-5205  023-48735206  023-4873-5105 
保卫科科长龚建荣：023-4873-5193  023-48731193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焱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12275 
序号：9 
姓名: 武传林 
职务: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警务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焱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 

  
编号: 12276 
序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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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黄英 
职务: 段长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松藻煤矿社区中心党总支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 
邮编：40144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焱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追查重庆市綦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0 

  
编号: 12277 
序号：11 
姓名: 罗伟 
职务:  
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焱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 

  
编号: 12422 
序号：12 
姓名: 罗建一 
职务: 局长 
单位: 重庆江北区长安公司二厂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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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2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柳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3 

  
编号: 12501 
序号：13 
姓名: 张仁文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重庆市铜梁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铜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恭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0 

  
编号: 12832 
序号：14 
姓名: 魏泽湘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沙坪坝区白鹤林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3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沙坪垻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杨俊的责任人魏泽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0 

  
编号: 12837 
序号：15 
姓名: 郭维国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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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重庆沙坪坝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3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沙坪垻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杨俊的责任人魏泽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0 

  
编号: 13313 
序号：16 
姓名: 何内平 
职务: 局长 
单位: 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中兴村 13 号，邮编：400020 
电话：023-67851111,67851566,63754235，传真 023-67753081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松丽、高扬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 

  
编号: 13314 
序号：17 
姓名: 梁世滨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中兴村 13 号，邮编：400020 
电话梁世滨：13908315145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松丽、高扬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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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15 
序号：18 
姓名: 陈小东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松丽、高扬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 

  
编号: 13316 
序号：19 
姓名: 刘玲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松丽、高扬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 

  
编号: 13317 
序号：20 
姓名: 李先勇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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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松丽、高扬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 

  
编号: 13318 
序号：21 
姓名: 范国胥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华新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松丽、高扬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 

  
编号: 13319 
序号：22 
姓名: 李小梅 
职务: 主任 
单位: 重庆市华新街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松丽、高扬母子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2 

  
编号: 14707 
序号：23 
姓名: 李其伟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重庆西山坪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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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707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第一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5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尹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36 

  
编号: 16343 
序号：24 
姓名: 吴政隆 
职务: 书记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区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万州区委员会:中国重庆市万州区太白路 9９号 
邮政编码：404000   座机电话：23-58121152 , 吴政隆 023－58230566（办) 
网址 http://chongqing.11467.com/14206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4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吴政隆、李世奎、邓绪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9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洗脑班”成员邓绪学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192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成文彬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22 

  
编号: 16344 
序号：25 
姓名: 李世奎 
职务: 区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区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4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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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吴政隆、李世奎、邓绪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9 

  
编号: 16345 
序号：26 
姓名: 邓绪学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 
单位: 万州区政法委、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太白路９９号， 
邮编：404000 
电话：023-58121134 
区政法委书记、区公安局党委书记邓绪学：023-58155201（政法委办）023－58293001（公安局办）
1390826318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4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吴政隆、李世奎、邓绪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9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永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7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4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邝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8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洗脑班”成员邓绪学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192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成文彬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22 

  
编号: 16346 
序号：27 
姓名: 杨滔 
职务: 副局长（分管迫害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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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和平路 110 号， 
邮编：404000， 
电话：023-58237237 局长公开电话：023-58223315、023-58293110 
副局长杨滔（分管法轮功）：023－58293006（办）58215189（宅）13709459288 
单位系统:公安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4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吴政隆、李世奎、邓绪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9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4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邝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8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洗脑班”成员邓绪学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192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成文彬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22 

  
编号: 16347 
序号：28 
姓名: 张平 
职务: 主任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太白路 99 号 邮编:404000 
电话：综治办主任张平：023－58155303（办）023－ 58121886（宅）1390826982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4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吴政隆、李世奎、邓绪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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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邝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8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洗脑班”成员邓绪学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192 

  
编号: 16348 
序号：29 
姓名: 张详富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太白路９９号 
邮编：404000 
电话：023-58128533 
副主任张详富：023-58155303（办）58231978（宅）13509435778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4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吴政隆、李世奎、邓绪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9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永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7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4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邝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8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洗脑班”成员邓绪学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192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成文彬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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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f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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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9 
序号：30 
姓名: 杜克斌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白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4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吴政隆、李世奎、邓绪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9 

  
编号: 16350 
序号：31 
姓名: 高其春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白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5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吴政隆、李世奎、邓绪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9 

  
编号: 16351 
序号：32 
姓名: 杜永平 (1)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白岩派出所, 红光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红光派出所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山湾路 288 号．邮编：404000 
电话：023-5829111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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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5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吴政隆、李世奎、邓绪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9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邝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8 

  
编号: 16352 
序号：33 
姓名: 章雄伟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白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5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吴政隆、李世奎、邓绪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9 

  
编号: 16353 
序号：34 
姓名: 谢丽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白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5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吴政隆、李世奎、邓绪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9 

  
编号: 16354 
序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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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贤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白岩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5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吴政隆、李世奎、邓绪学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9 

  
编号: 16815 
序号：36 
姓名: 龚元建 
职务: 政治处副主任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万州区政法委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太白路 99 号 邮编：404000 
电话：  综治办 02358121134 
龚元建，政治处副主任 023－58155205（办）13251122343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1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永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7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编号: 16816 
序号：37 
姓名: 闵和龙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万州区政法委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太白路 99 号 邮编：404000 
电话：  综治办 02358121134 
闵和龙，办公室主任 023－58133080（办）1389621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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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1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永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7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编号: 16817 
序号：38 
姓名: 新建国 
职务: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1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永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7 

  
编号: 16818 
序号：39 
姓名: 杨勇 (2) 
职务: 书记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1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永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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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6819 
序号：40 
姓名: 唐忠 
职务: 人大主任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1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永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7 

  
编号: 16820 
序号：41 
姓名: 陈绍斌 
职务: 办事处主任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2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永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7 

  
编号: 18877 
序号：42 
姓名: 欧阳玉聪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四新路 17 号 邮编:400010 
值班电话：023- 63861884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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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7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风皓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58 

  
编号: 18878 
序号：43 
姓名: 李娜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四新路 17 号 邮编:400010 
值班电话：023- 63861884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7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风皓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58 

  
编号: 18879 
序号：44 
姓名: 刘星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 邮编:401120 
派出所电话：023-67611647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7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风皓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58 

  
编号: 18880 
序号：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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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彭贵韬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 邮编:401120 
派出所电话：023-67611647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风皓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58 

  
编号: 18881 
序号：46 
姓名: 刘一香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 邮编:401120 
派出所电话：023-67611647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风皓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58 

  
编号: 18882 
序号：47 
姓名: 白莉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 邮编:401120 
派出所电话：023-67611647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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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风皓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58 

  
编号: 18883 
序号：48 
姓名: 谢福元 
职务: 科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办事处综合治理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天城大道 邮编:404040 
电话：023-58373502 手机: 13635325611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88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谭风皓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758 

  
编号: 19185 
序号：49 
姓名: 龙仕舜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西山坪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北碚西山坪劳教所 邮编:400700 
电话龙仕舜: 13908319712 
管理科电话： 023－89090028 
劳教所电话： 023-89090015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8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尹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36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东、晏小悦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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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9186 
序号：50 
姓名: 罗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西山坪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8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尹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36 

  
编号: 19187 
序号：51 
姓名: 李世泽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西山坪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8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尹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36 

  
编号: 19188 
序号：52 
姓名: 杜军 
职务: 劳教所七大队队长 
单位: 重庆西山坪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8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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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尹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36 

  
编号: 19189 
序号：53 
姓名: 田晓海 
职务: 劳教所七大队队长 
单位: 重庆西山坪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8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尹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36 

  
编号: 19190 
序号：54 
姓名: 雷科金 
职务: 七大队二中队队长 
单位: 重庆西山坪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9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尹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36 

  
编号: 19191 
序号：55 
姓名: 胡跃进 
职务: 副中队长 
单位: 重庆西山坪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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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9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尹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36 

  
编号: 19192 
序号：56 
姓名: 王忠 
职务: 副中队长 
单位: 重庆西山坪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9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尹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36 

  
编号: 19411 
序号：57 
姓名: 胡国强 
职务: 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重庆市潼南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潼南县梓潼镇正兴街 58 号 邮编: 40266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1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潼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付汝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82 

  
编号: 19412 
序号：58 
姓名: 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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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 
单位: 重庆市潼南县邪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潼南县梓潼镇正兴街 58 号 邮编: 402660 
电话: 023- 44568610, 44565363, 44918266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1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潼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付汝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82 

  
编号: 19413 
序号：59 
姓名: 王浩 
职务: 主任、书记 
单位: 潼南县疾控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 潼南县梓潼镇大同街 287 号 邮编: 402660 
电话: 13668063366、18983382307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1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潼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付汝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82 

  
编号: 19414 
序号：60 
姓名: 郭大勇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重庆市潼南县疾控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 潼南县梓潼镇大同街 287 号 邮编: 402660 
电话: 18996022716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1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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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潼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付汝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82 

  
编号: 19415 
序号：61 
姓名: 杨秀明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重庆市潼南县疾控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 潼南县梓潼镇大同街 287 号 邮编: 402660 
电话: 13509427764、18996022706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1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潼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付汝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82 

  
编号: 19416 
序号：62 
姓名: 李宏 (1)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重庆市潼南县疾控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 潼南县梓潼镇大同街 287 号 邮编: 402660 
电话: 18996022726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1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潼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付汝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82 

  
编号: 19417 
序号：63 
姓名: 袁乃良 
职务: 书记、主任 (上一届) 
单位: 重庆市潼南县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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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 潼南县梓潼镇大同街 287 号 邮编: 402660 
电话: 13389653001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1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潼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付汝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82 

  
编号: 19418 
序号：64 
姓名: 唐述先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重庆市潼南县疾控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 潼南县梓潼镇大同街 287 号 邮编: 402660 
电话: 1899602076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1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潼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付汝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382 

  
编号: 19436 
序号：65 
姓名: 梅永康 
职务: 委书记 
单位: 四川省重庆市永川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市永川市胜利路 72 号 邮编: 402160 
电话: 4980787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3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永川区政法委迫害法轮功学员苏君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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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9437 
序号：66 
姓名: 高良先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四川省重庆市永川区政法委常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市永川市胜利路 72 号 邮编: 402160 
电话: 13657608001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3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永川区政法委迫害法轮功学员苏君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34 

  
编号: 19438 
序号：67 
姓名: 邓光其 
职务: 科长 
单位: 永川区公安局一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市永川市胜利路 72 号 邮编: 402160 
电话: 13996005251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3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永川区政法委迫害法轮功学员苏君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34 

  
编号: 19439 
序号：68 
姓名: 罗明全 
职务: 主任 
单位: 永川区胜利路办事处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永川市胜利路 318 号 邮编: 402160 
电话: 13883780718,  023--49866434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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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3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永川区政法委迫害法轮功学员苏君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34 

  
编号: 20018 
序号：69 
姓名: 薄熙来 
职务: 原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辽宁省省长，原大连市市长、市委书记 
单位: 重庆市市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市委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 36 号 
邮编：400015 
电话：02363895228  023-63841194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 45 号 邮编：110006（省委办公厅） 
电话：024-23128575 办公厅 0411-82709231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1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追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敬之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09 

 对参与中国大陆媒体诬陷诽谤法轮功的单位及个人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17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8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77 

  
编号: 20019 
序号：70 
姓名: 刘光磊 
职务: 书记, 主任 
单位: 重庆市委政法委, 市综治委主任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政法委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 68 号 邮编︰4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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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3-67908003, 值班室 02363841194 
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刘光磊  市公安局 023-63758200 
重庆市公安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泥磅黄龙路 555 号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1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编号: 20020 
序号：71 
姓名: 高宗林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万州区委常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2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编号: 20021 
序号：72 
姓名: 陈明 
职务: 副书记,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委常委、政法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太白路９９号， 
邮编：404000 
电话：023-58121134 
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陈明：023-58155203（办）13896993628 
单位系统:“61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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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2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兴美、彭祖勤、谢丽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05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邝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8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洗脑班”成员邓绪学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192 

  
编号: 20022 
序号：73 
姓名: 张骏 
职务: 区长助理, 区公安局局长 
单位: 万州区区长助理、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2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编号: 20023 
序号：74 
姓名: 向红月 
职务: 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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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2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编号: 20024 
序号：75 
姓名: 赵宝权 
职务: 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渝中区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2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编号: 20025 
序号：76 
姓名: 罗勇 
职务: 局长 
单位: 渝中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2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编号: 20026 
序号：77 
姓名: 宋泓 
职务: 常委、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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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九龙坡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2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编号: 20027 
序号：78 
姓名: 钟发波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上清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2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编号: 20028 
序号：79 
姓名: 谭松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市渝中大阳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2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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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0717 
序号：80 
姓名: 张洪新 
职务: 书记 
单位: 重庆市开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1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开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行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9 

  
编号: 20718 
序号：81 
姓名: 刘立明 
职务: 局长 
单位: 重庆市开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1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开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行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9 

  
编号: 20719 
序号：82 
姓名: 张代成 
职务: 队长 
单位: 重庆开县公安局国保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1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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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开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行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9 

  
编号: 20720 
序号：83 
姓名: 李政 
职务: 指导员 
单位: 开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2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开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行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79 

  
编号: 20785 
序号：84 
姓名: 杨增渝 
职务: 司法副局长, 监狱管理局长 
单位: 重庆市司法局副局长, 重庆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泥磅黄龙路 2 号 邮编︰401147 
电话︰ 023-67086368 
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村 274 号 邮编:400020 
电话: 023-67086185, 传真：6786420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追查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581 

  
编号: 20786 
序号：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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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胡马平 
职务: 监狱长, 政委 
单位: 重庆市永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群慧路 94 号 邮编：400061 
值班电话：62512374 ,62511614 传真：62513601 
胡马平电话： 023-49890556, 023-4989050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追查重庆市渝中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邓亮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92 

  
编号: 20787 
序号：86 
姓名: 王东 
职务: 副监狱长 （分管法轮功） 
单位: 重庆市永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群慧路 94 号 邮编：400061 
值班电话：62512374 ,62511614 传真：62513601 
王东: 023-49890898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编号: 20788 
序号：87 
姓名: 赵有华 
职务: 副监狱长 （分管法轮功） 
单位: 重庆市永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群慧路 94 号 邮编：400061 
值班电话：62512374 ,62511614 传真：6251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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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编号: 20789 
序号：88 
姓名: 王含威 
职务: 科长 
单位: 重庆市永川监狱教育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群慧路 94 号 邮编：400061 
值班电话：62512374 ,62511614 传真：62513601 
教育科：023—4989053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编号: 20790 
序号：89 
姓名: 傅本平 
职务: 主任 
单位: 重庆市永川监狱教育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群慧路 94 号 邮编：400061 
值班电话：62512374 ,62511614 传真：62513601 
教育科：023—4989053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9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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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编号: 20791 
序号：90 
姓名: 吴虹先 
职务: 主任 
单位: 重庆市永川监狱教育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群慧路 94 号 邮编：400061 
值班电话：62512374 ,62511614 传真：62513601 
教育科：023—4989053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9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编号: 20792 
序号：91 
姓名: 陈启贵 
职务: 警察 
单位: 石桥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石桥铺派出所地址：重庆市高新区石桥铺石新路五十一号附三十八号 
电话：（023）68610016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9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编号: 20793 
序号：92 
姓名: 任启富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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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石桥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石桥铺派出所地址：重庆市高新区石桥铺石新路五十一号附三十八号 
电话：（023）68610016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9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编号: 20794 
序号：93 
姓名: 杨波 
职务: 警察 
单位: 石桥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石桥铺派出所地址：重庆市高新区石桥铺石新路五十一号附三十八号 
电话：（023）68610016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9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编号: 20795 
序号：94 
姓名: 向龙熙 
职务: 警察 
单位: 石桥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石桥铺派出所地址：重庆市高新区石桥铺石新路五十一号附三十八号 
电话：（023）68610016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9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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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编号: 20796 
序号：95 
姓名: 吴灿 
职务: 法官 
单位: 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火炬大道 15 号邮编︰400032 电话︰023-68159920 法
官吴灿：023-6815282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9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编号: 20797 
序号：96 
姓名: 楚浩天 
职务:  
单位: 九龙坡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九龙坡区检察院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红狮大道二号 邮编︰400032 
电话：（023）89062075 
办公电话：023-89062077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9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编号: 20798 
序号：97 
姓名: 郑静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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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九龙坡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九龙坡区检察院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红狮大道二号 邮编︰400032 
电话：（023）89062075 
办公电话：023-89062077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9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重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富寿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780 

  
编号: 21124 
序号：98 
姓名: 刘光磊 
职务: 书记 
单位: 重庆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2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资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4 

  
编号: 21125 
序号：99 
姓名: 王立军 
职务: 局长 
单位: 重庆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12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资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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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1491 
序号：100 
姓名: 涂德语 
职务: 局长 
单位: 重庆市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黄龙路 12 号 邮编:401147 
电话涂德语: 023-67528850 
劳教局电话：023－67502021, 023-67528801、023-67528804、023- 89117004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9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东、晏小悦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7 

  
编号: 21492 
序号：101 
姓名: 钟庆宣 
职务: 局长 
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红狮大道 1# 邮编:400051 
分局电话：68159588 63750070  63750071 
传真：023-68159688, 九龙坡区分局电话：023—6815811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9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东、晏小悦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7 

  
编号: 21493 
序号：102 
姓名: 杨七众 
职务: 所长 
单位: 九龙坡区华岩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华岩镇共和村 56 号 邮编:4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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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电话： 023-65253395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9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东、晏小悦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7 

  
编号: 21494 
序号：103 
姓名: 武窦东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九龙坡区华岩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华岩镇共和村 56 号 邮编:400050 
看守所电话： 023-65253395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9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东、晏小悦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7 

  
编号: 21495 
序号：104 
姓名: 邹瑜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九龙坡区华岩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华岩镇共和村 56 号 邮编:400050 
看守所电话： 023-65253395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9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东、晏小悦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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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1496 
序号：105 
姓名: 伍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九龙坡区华岩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华岩镇共和村 56 号 邮编:400050 
看守所电话： 023-65253395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9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东、晏小悦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7 

  
编号: 21497 
序号：106 
姓名: 韩翰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九龙坡区华岩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华岩镇共和村 56 号 邮编:400050 
看守所电话： 023-65253395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9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东、晏小悦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7 

  
编号: 21498 
序号：107 
姓名: 罗川梅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市女子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女劳动教养管理所 邮编:400021 
所务谘询电话：023-67863222（白天）023-67720401（晚上） 
劳教所所长： 罗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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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of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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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队队长室电话：023-67549181 
四大队值班室电话：023-67549185 
劳教所门卫 电话： 023-67549131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49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成文彬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722 

 追查重庆市九龙坡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东、晏小悦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67 

  
编号: 23093 
序号：108 
姓名: 王树勇 
职务: 书记（原任） 
单位: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镇政府 邮编: 402273 
电话:书记王树勇 13500304663，办 023-47611013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志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2 

  
编号: 23094 
序号：109 
姓名: 杨道华 
职务: 纪委副书记 
单位: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镇政府 邮编: 402273 
纪委副书记杨道华；13452055116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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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江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志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2 

  
编号: 23095 
序号：110 
姓名: 钟治远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先锋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先锋派出所 邮编: 402273 
电话: 023-4761104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志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2 

  
编号: 23096 
序号：111 
姓名: 顾先华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先锋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先锋派出所 邮编: 402273 
电话: 023-4761104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志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2 

  
编号: 23097 
序号：112 
姓名: 程彬 
职务: 治安办副主任 
单位: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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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程彬本名程刚，因解决工作之故冒其弟程彬之名)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镇政府 邮编: 402273 
电话：；13883229886、13996119918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志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2 

  
编号: 23098 
序号：113 
姓名: 王山杯 
职务: 市场管理 
单位: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镇政府 邮编: 402273 
电话：；13883229886、13996119918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志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2 

  
编号: 23099 
序号：114 
姓名: 王洪 
职务: 代理书记 
单位: 重庆市江津区夹滩镇街道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江津市夹滩镇详和街 邮编:402223 
电话:023-47618177 
代理书记王洪 1388359988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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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江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志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2 

  
编号: 23100 
序号：115 
姓名: 周德英 
职务: 街道人员 
单位: 重庆市江津区夹滩镇街道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江津市夹滩镇详和街 邮编:402223 
电话:023-47618177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0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志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2 

  
编号: 23101 
序号：116 
姓名: 金宏铭 
职务: 夹滩镇小区计生办 
单位: 重庆市江津区夹滩镇街道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江津市夹滩镇详和街 邮编:402223 
电话:023-47618177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10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志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092 

  
编号: 23598 
序号：117 
姓名: 周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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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凤城桃花行政中心南楼 4 楼 
邮编：401220 
电话： 023-40661169 
“610”办公室主任周怀念：023-40661169、13883100978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599 
序号：118 
姓名: 华昌义 
职务: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凤城桃花行政中心南楼 4 楼 
邮编：401220 
电话： 023-40661169 
“610”人员华昌义办：023-40661169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00 
序号：119 
姓名: 周隆海 
职务: 书记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凤城桃花行政中心南楼 4 楼 
邮编：401220 
电话： 023-4066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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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0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01 
序号：120 
姓名: 王代禄 
职务: 原书记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凤城桃花行政中心南楼 4 楼 
邮编：401220 
电话： 023-40661169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0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02 
序号：121 
姓名: 李建强 
职务: 局长 
单位: 重庆市长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卫古路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586510  023-40244089 
局长李建强： 023-40666501（办） cslijianqiangs@ina.cn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02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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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03 
序号：122 
姓名: 肖黄 
职务: 政委 
单位: 重庆市长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卫古路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586510  023-40244089 
政委肖黄：023-40666502（办） 13908395851 csxiaohuang1@63.com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0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04 
序号：123 
姓名: 徐鲜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重庆市长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卫古路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586510  023-40244089 
副局长 徐鲜华 40232858、13808374454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0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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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605 
序号：124 
姓名: 刘兴利 
职务: 国保支队政委 
单位: 重庆市长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卫古路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586510  023-40244089 
国保支队政委刘兴利：13983367198  023-40666596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0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06 
序号：125 
姓名: 张真权 
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 
单位: 重庆市长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卫古路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586510  023-40244089 
国保支队支队长张真权：13509475829  023-40666599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0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07 
序号：126 
姓名: 张兵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长寿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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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卫古路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586510  023-40244089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0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08 
序号：127 
姓名: 刘宏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长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卫古路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586510  023-40244089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0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09 
序号：128 
姓名: 程林康 
职务: 专案组警察 
单位: 重庆市长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卫古路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586510  023-40244089 
专案组警察程林康（长寿区朱家坝派出所）：023-40704486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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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0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10 
序号：129 
姓名: 赵平华 
职务: 专案组长 
单位: 重庆市长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卫古路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586510  023-40244089 
专案组长赵平华（长寿区朱家坝派出所）：023-40704486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11 
序号：130 
姓名: 张彪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长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卫古路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586510  023-40244089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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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12 
序号：131 
姓名: 车奎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长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卫古路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586510  023-40244089 
警察车奎：023-40420281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13 
序号：132 
姓名: 李金荣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长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卫古路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586510  023-40244089 
警察李金荣：023-40794882（办）、023-40462042 （宅）13098766689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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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614 
序号：133 
姓名: 袁碧波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重庆市长寿渡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渡舟镇渡中路 12 号, 邮编：４０１２２８ 
办公电话：０２３-４０４２３１１０ 
副所长袁碧波：023-40420281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15 
序号：134 
姓名: 邹勇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长寿渡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渡舟镇渡中路 12 号, 邮编：４０１２２８ 
办公电话：０２３-４０４２３１１０ 
警察邹勇：023-40420281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16 
序号：135 
姓名: 余洪平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桃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凤城桃花大道 34 号 
电话：023-4046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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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员余洪平：13983028558  023-40467638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617 
序号：136 
姓名: 陈小平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桃花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凤城桃花大道 34 号 
电话：023-40462968 
警察陈小平：13883350966 023-4066660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刘兴利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597 

  
编号: 23710 
序号：137 
姓名: 蔺琼生 
职务: 国保总队队长,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重庆国保总队, 重庆“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保总队（对外名称：“重庆市物证监定研究所”）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上新街马鞍山路 56 号 
邮编：400064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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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敬之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09 

  
编号: 23711 
序号：138 
姓名: 冯华 
职务: 国保总队副队长, 兼“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重庆国保总队, 重庆“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保总队（对外名称：“重庆市物证监定研究所”）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上新街马鞍山路 56 号 
邮编：400064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1 
迫害案例:  

 追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敬之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09 

  
编号: 23712 
序号：139 
姓名: 任波 
职务: 狱警 
单位: 重庆市南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南川市水江镇南川监狱 
邮编：408403 
电话：值班电话：023-71620111 传真电话：023-71620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2 
迫害案例:  

 追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敬之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09 

  
编号: 23713 
序号：140 
姓名: 唐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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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狱警 
单位: 重庆市南川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南川市水江镇南川监狱 
邮编：408403 
电话：值班电话：023-71620111 传真电话：023-7162000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3 
迫害案例:  

 追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敬之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09 

  
编号: 23715 
序号：141 
姓名: 刘勇 
职务: 书记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沙河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凤仙路 
邮编：404040 
电话：02358372966 
书记刘勇：023-58367952（办）58241911（宅）13908261831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4 

  
编号: 23716 
序号：142 
姓名: 吴显权 
职务: 主任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沙河街道办事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凤仙路 
邮编：404040 
电话：02358372966 
主任吴显权：023-58326333（办）58324128（宅）1360945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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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4 

  
编号: 25064 
序号：143 
姓名: 王其勇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重庆市綦江区政法委 
邮编：401420 
电话/传真：023-48662561（区政法委）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65 
序号：144 
姓名: 李永树 
职务: 副书记, 综治办主任 
单位: 重庆市綦江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重庆市綦江区政法委综治办 
邮编：401420 
电话/传真：023-48662561（区政法委） 
区综治办主任李永树（政法委副书记）： 
副书记肖克勤（县公安局副局长）：023-48678866（宅），手机 13609411678（此人的宅电和手机是

前几年的）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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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追查重庆市綦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0 

  
编号: 25066 
序号：145 
姓名: 李慧芳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古南镇交通路 开发区公安大厦 
邮编：401420 
电话：023-48663438 
大队长李慧芳（女）：办 023-8588-360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67 
序号：146 
姓名: 谢强 
职务: 副队长 
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古南镇交通路 开发区公安大厦 
邮编：401420 
电话：023-48663438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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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68 
序号：147 
姓名: 蔡春和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古南镇交通路 开发区公安大厦 
邮编：401420 
电话：023-48663438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69 
序号：148 
姓名: 罗军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古南镇交通路 开发区公安大厦 
邮编：401420 
电话：023-48663438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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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070 
序号：149 
姓名: 张绍坤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古南镇交通路 开发区公安大厦 
邮编：401420 
电话：023-48663438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7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71 
序号：150 
姓名: 何世平 
职务: 信访办主任 
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维稳镇综治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綦江县安稳镇综治信访办公所  邮编：401443 
电话：安稳镇 办 023-4877714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7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追查重庆市綦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0 

  
编号: 25072 
序号：151 
姓名: 田仁海 
职务: 党委副书记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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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 
邮编：401442 
电话：023-4873-5205  023-48735206  023-4873-5105 
党委副书记田仁海：办 023-4873-5205﹔023-4873-5105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7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追查重庆市綦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0 

  
编号: 25073 
序号：152 
姓名: 蒋付国 
职务: 保卫科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 
邮编：401442 
电话：023-4873-5205  023-48735206  023-4873-5105 
保卫科蒋付国：023-4873-5193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7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74 
序号：153 
姓名: 罗明亮 
职务: 保卫科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 
邮编：401442 
电话：023-4873-5205  023-48735206  023-4873-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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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科罗明亮：023-4873-5193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7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追查重庆市綦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0 

  
编号: 25075 
序号：154 
姓名: 黄世芬 
职务: 信访办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 
邮编：401442 
电话：023-4873-5205  023-48735206  023-4873-5105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7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追查重庆市綦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0 

  
编号: 25076 
序号：155 
姓名: 刘波 
职务: 矿医院医生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 
邮编：401442 
电话：023-4873-5205  023-48735206  023-4873-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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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7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77 
序号：156 
姓名: 屈么娃 
职务: 退休工人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 
邮编：401442 
电话：023-4873-5205  023-48735206  023-4873-5105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7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78 
序号：157 
姓名: 杨明宇 
职务: 前任指导员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松同警务室） 
邮编：401443 
电话：023-48731405(松同警务室)  023-48826283(安稳镇派出所) 
 
(2003 年企业改制，撤消“松同派出所”，后刑事、行政案件由内保职能的松矿保卫部处理；2007 年

安稳镇派出所与松藻、同华两矿联合成立 “松同社区警务室”，负责处理当地刑事案件。)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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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7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79 
序号：158 
姓名: 余正明 
职务: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松同警务室） 
邮编：401443 
电话：023-48731405(松同警务室)  023-48826283(安稳镇派出所)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7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80 
序号：159 
姓名: 何应强 
职务:  
单位: 重庆市松藻煤矿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松同警务室） 
邮编：401443 
电话：023-48731405(松同警务室)  023-48826283(安稳镇派出所)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8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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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081 
序号：160 
姓名: 周德强 
职务: 党委书记 
单位: 重庆市松藻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松藻煤矿社区中心党总支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 
邮编：40144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8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82 
序号：161 
姓名: 刘军 (2) 
职务: 主任 
单位: 重庆市松藻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松藻煤矿社区中心党总支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 
邮编：40144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8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83 
序号：162 
姓名: 呂亁江 
职务: 副主任 (党总支书记) 
单位: 重庆市松藻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松藻煤矿社区中心党总支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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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40144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8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编号: 25084 
序号：163 
姓名: 赵燕 
职务: 段长 
单位: 重庆市松藻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松藻煤矿社区中心党总支地址：重庆市綦江县适中乡 
邮编：40144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84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綦江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隆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63 

 追查重庆市綦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70 

  
编号: 25115 
序号：164 
姓名: 桂莉 
职务: 警察 
单位: 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五村 79 号 
邮编：400021 
电话：023-67075353  67610285  67075544  023-67932462 
警察桂莉：手机：15909301062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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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克蓉的责任人桂莉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4 

  
编号: 25116 
序号：165 
姓名: 郭洪英 
职务: 书记（原任） 
单位: 庆市江北区石油小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大庆村 300 号 
邮编：400021 
电话：023-6732495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克蓉的责任人桂莉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4 

  
编号: 25117 
序号：166 
姓名: 杨泽辉 
职务: 主任 (已调走) 
单位: 庆市江北区石油小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大庆村 300 号 
邮编：400021 
电话：023-6732495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7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克蓉的责任人桂莉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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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118 
序号：167 
姓名: 孙小娅 
职务: 工作人员 
单位: 庆市江北区石油小区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大庆村 300 号 
邮编：400021 
电话：023-6732495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8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克蓉的责任人桂莉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4 

  
编号: 25119 
序号：168 
姓名: 张家庭 
职务: 人员 
单位: 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大路村 
邮编：400021 
电话/传真：023-67608215 
人员张家庭：15909306061 023-67612713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克蓉的责任人桂莉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4 

  
编号: 25120 
序号：169 
姓名: 李俊峰 
职务: 人员 
单位: 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大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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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400021 
电话/传真：023-67608215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2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江北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克蓉的责任人桂莉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14 

  
编号: 25206 
序号：170 
姓名: 向安兵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新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新田五一路 邮编：404027 
电话：5858283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06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兴美、彭祖勤、谢丽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05 

  
编号: 25207 
序号：171 
姓名: 李崇明 
职务: 所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重庆市万州区黑龙江路 252 号 邮编: 404040 
电话： 023-58371301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0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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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兴美、彭祖勤、谢丽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205 

  
编号: 25539 
序号：172 
姓名: 张成春 
职务: 局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国安局邮编:404000 
电话：023-58963006 
局长张成春：023-58961831（办）023-58965678（宅）13709450288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邝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8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洗脑班”成员邓绪学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192 

  
编号: 25540 
序号：173 
姓名: 程全胜 
职务: 所长 
单位: 红光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山湾路 288 号．邮编：404000 
电话：023-5829111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40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邝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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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541 
序号：174 
姓名: 高其全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红光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山湾路 288 号．邮编：404000 
电话：023-5829111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41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邝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8 

  
编号: 25542 
序号：175 
姓名: 刘洋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红光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山湾路 288 号．邮编：404000 
电话：023-5829111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42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邝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8 

  
编号: 25543 
序号：176 
姓名: 刘宁 
职务: 迫害案主办人 
单位: 红光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山湾路 288 号．邮编：404000 
电话：023-58291110 
单位系统: 
城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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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43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邝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8 

  
编号: 26043 
序号：177 
姓名: 刘重庆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 副局长 
单位: 扬州市委“610 办公室”、扬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610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昌西路 118 号 邮编：225009 
电话：05147863799 
公安局国保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 邮编： 
电话：0514-87031135 
刘重庆：办 0514-87340748、0514-87031003 宅 0514-87970800 13952750000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43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展兴茂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