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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责任人 - 责任人系统: 国安 

编号: 103180   (序号：1) 

姓名: 侯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31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安全局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安全局  

       邮编：1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3179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哈尔滨监狱、大庆监狱、泰来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龚海鸥的责任人的通

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617 

 

编号: 106125   (序号：2) 

姓名: 张霄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1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东顺路 167 号  高坪区公安分局  

       邮编：6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457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兆良、杜秀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172 

 

编号: 106126   (序号：3) 

姓名: 林敏（2） 

职务: 国安大队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1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2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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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东顺路 167 号  高坪区公安分局  

       邮编：6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457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兆良、杜秀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172 

 

编号: 107274   (序号：4) 

姓名: 肖应中 

职务: 国安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公安局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开云镇解放南路 233 号 

       邮编：4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71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衡山县、长沙铁路公安处迫害法轮功学员彭颂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2 

 

编号: 107275   (序号：5) 

姓名: 罗亚平 

职务: 国安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公安局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开云镇解放南路 233 号 

       邮编：4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71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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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衡山县、长沙铁路公安处迫害法轮功学员彭颂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2 

 

编号: 107276   (序号：6) 

姓名: 刘晓亮 

职务: 国安大队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公安局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开云镇解放南路 233 号 

       邮编：4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71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衡山县、长沙铁路公安处迫害法轮功学员彭颂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2 

 

编号: 107277   (序号：7) 

姓名: 丁清平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公安局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开云镇解放南路 233 号 

       邮编：4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271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衡山县、长沙铁路公安处迫害法轮功学员彭颂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2 

 

编号: 111929   (序号：8) 

姓名: 戚万林 

职务: 局长 (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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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国家安全局 

      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65 号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6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编号: 111930   (序号：9) 

姓名: 赵立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9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国家安全局 

      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65 号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6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编号: 111931   (序号：10) 

姓名: 陈萍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国家安全局 

      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65 号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6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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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1932   (序号：11) 

姓名: 马小川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国家安全局 

      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65 号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6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编号: 112002   (序号：12) 

姓名: 唐劲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国安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0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大渡口区政法委 

      重庆市大渡口区文体路 126 号 

       邮编︰4000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04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编号: 112084   (序号：13) 

姓名: 黎雄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原任)、县国安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0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 

      重庆市綦江区古南镇交通路 29 号 

       邮编: 4014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91 

责任系统: 国安, 国保、政保科, 公安, 被双规,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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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綦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 

 

编号: 112121   (序号：14) 

姓名: 赵平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国安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1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渝北区政法委 

      (区委 政法委）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义学路 64 号 

       邮编：4011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7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编号: 112181   (序号：15) 

姓名: 高文兴 

职务: 江津国保支队队长、双福新区派出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1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 

      （区公安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办事处大同路 160 号  

       邮编：402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5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编号: 112186   (序号：16) 

姓名: 兰奇峰 (兰其峰) 

职务: 党委委员、副局长、国安大队长、原国安一科科长、国保卫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1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合川区营盘街 99 号  合川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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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4 

责任系统: 国安,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对重庆市黄镇东、朱明国、林育均不法官员的追查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9 

 

追查四川省蓬溪县群利镇派出所所长王开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 

 

编号: 112189   (序号：17) 

姓名: 秦茂云（秦梦云） 

职务: 国安一科科长、国安大队、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1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合川区营盘街 99 号  合川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4 

责任系统: 国安,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对重庆市黄镇东、朱明国、林育均不法官员的追查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9 

 

追查四川省蓬溪县群利镇派出所所长王开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 

 

编号: 112190   (序号：18) 

姓名: 张祥强 

职务: 一科科员、国安大队、国保大队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1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合川区营盘街 99 号  合川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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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安,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对重庆市黄镇东、朱明国、林育均不法官员的追查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99 

 

追查四川省蓬溪县群利镇派出所所长王开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 

 

编号: 112191   (序号：19) 

姓名: 赵文理（赵文礼） 

职务: 一科科员、国安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1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合川区营盘街 99 号  合川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4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蓬溪县群利镇派出所所长王开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 

 

编号: 112239   (序号：20) 

姓名: 李永红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2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潼南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潼南区兴潼大道 126 号，潼南区公安局  

       邮编：4026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2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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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2272   (序号：21) 

姓名: 胡波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国安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2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垫江县政法委 

      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南内街 34 号 

       邮编:  408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07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编号: 112344   (序号：22) 

姓名: 袁福国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县国安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3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酉阳县政法委 

      重庆市酉阳县钟多镇桃花源中路 151 号   县政府 

       邮编：409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12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编号: 112355   (序号：23) 

姓名: 陈卫东 

职务: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县扫黑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3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彭水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35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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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2590   (序号：24) 

姓名: 李向东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5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安市公安局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广惠街 103 号  

       邮编：638000 

        

       国保支队：四川省广安市劳动街 3 号  

       邮编：63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21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对广安市市委、市政府谭力、王平、付清民、夏代荣、蒲波、胡钢等迫害法轮功的追查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 

 

编号: 114015   (序号：25) 

姓名: 宫传星 

职务: 国安队长、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新惠路  敖汉旗公安局 

       邮编：02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16 

责任系统: 国安,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1 

 

追查内蒙古敖汉公安局国保大队、敖汉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1 

 

追查蒙古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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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787   (序号：26) 

姓名: 唐德良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国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86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丘秀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 

 

编号: 114800   (序号：27) 

姓名: 游东宪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乐山市国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799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乐山市五马坪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4 

 

追查四川省乐山市五马坪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 

 

编号: 114802   (序号：28) 

姓名: 孙建平 

职务: 国安保卫支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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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288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乐山市五马坪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4 

 

追查四川省乐山市五马坪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 

 

编号: 114803   (序号：29) 

姓名: 李德友 

职务: 国安保卫支队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288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乐山市五马坪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4 

 

追查四川省乐山市五马坪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 

 

编号: 114811   (序号：30) 

姓名: 周建军 

职务: 国安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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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乐山市五马坪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4 

 

追查四川省乐山市五马坪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 

 

编号: 114981   (序号：31) 

姓名: 姜天兴（2） 

职务: 国安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公安局 

      地址 1：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汉口路二段 100 号  

       邮编： 618300 

        

       地址 2：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城北新区银川路  广汉市公安局 

       邮编： 618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5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汉市国安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 

 

编号: 115148   (序号：32) 

姓名: 向龙飞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1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苍溪县公安局 

       邮编 : 628400 

        

       （县国安大队） 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70 号 

       邮编：62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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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 610 迫害张启顺等 18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 

 

编号: 115149   (序号：33) 

姓名: 扬才旭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1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苍溪县公安局 

       邮编 : 628400 

        

       （县国安大队） 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70 号 

       邮编：62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338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 610 迫害张启顺等 18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 

 

编号: 115150   (序号：34) 

姓名: 侯清松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1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苍溪县公安局 

       邮编 : 628400 

        

       （县国安大队） 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70 号 

       邮编：62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338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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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 610 迫害张启顺等 18 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