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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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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北京;  

编号: 116998   (序号：1) 

姓名: 张士营 

职务: 国保支队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6 号  房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牛虹、王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679 

编号: 116999   (序号：2) 

姓名: 王欣（2）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 10 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邮编：10007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4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牛虹、王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679 

编号: 117000   (序号：3) 

姓名: 刑梅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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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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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女子监狱 

      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庆丰路汇丰街润荷巷 3 号     北京市女子监狱  

       邮编：1026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牛虹、王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679 

编号: 117120   (序号：4) 

姓名: 徐国静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中少教育科学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19 

责任系统: 教育,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市中少教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编著诽谤法轮功书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 

编号: 120128   (序号：5) 

姓名: 姜海泉 

职务: 教育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1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团河劳教所 

      北京市大兴区团桂路 1 号  

       邮编：1026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0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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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沈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7 

编号: 120531   (序号：6) 

姓名: 陈怀青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西 735 号    九渡河镇政府   

       邮编：1014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3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徐俊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7 

编号: 120533   (序号：7) 

姓名: 张磊（3）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派出所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27 号      九渡河派出所    

       邮编：1014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3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怀柔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徐俊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7 

编号: 121764   (序号：8) 

姓名: 陈立如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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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通州区法院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 187 号  通州区法院   

       邮编：101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蒋为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83 

编号: 121765   (序号：9) 

姓名: 焦慧强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法院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 187 号  通州区法院   

       邮编：101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蒋为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83 

编号: 121766   (序号：10) 

姓名: 蒋为杰 

职务: 刑事审判庭第一庭副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法院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 187 号  通州区法院   

       邮编：101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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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蒋为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83 

编号: 122502   (序号：11) 

姓名: 杨静慧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21 

      北京市通州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2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503   (序号：12) 

姓名: 龚秀敏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通州区通州镇新华北街 303 号 

       邮编：10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1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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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龚秀敏-2019（第 0035 号）-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71 

编号: 122504   (序号：13) 

姓名: 张起东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通州区通州镇新华北街 303 号 

       邮编：10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1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505   (序号：14) 

姓名: 何伟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通州区通州镇新华北街 303 号 

       邮编：10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1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506   (序号：15) 

姓名: 贾立军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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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通州区通州镇新华北街 303 号 

       邮编：10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1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508   (序号：16) 

姓名: 张凤山 

职务: 张家湾太玉园小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509   (序号：17) 

姓名: 卜振东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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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510   (序号：18) 

姓名: 黎强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511   (序号：19) 

姓名: 李春山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512   (序号：20) 

姓名: 索玉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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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513   (序号：21) 

姓名: 温海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514   (序号：22) 

姓名: 梁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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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515   (序号：23) 

姓名: 黄俊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516   (序号：24) 

姓名: 隋新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517   (序号：25) 

姓名: 郝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看守所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尖垡村甲 1 号（兴武林村东口） 

       邮编：10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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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2 

编号: 122673   (序号：26) 

姓名: 方兴亚 

职务: 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英佳服装厂 

      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天宫院东女子监狱院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7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677   (序号：27) 

姓名: 梁和利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清河潮白云鹤农场（天津） 

      北京市清河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7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683   (序号：28) 

姓名: 谢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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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清河印刷厂（天津） 

      北京市清河农场五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8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686   (序号：29) 

姓名: 赵玉敏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清河五金厂 

      北京市延庆区沈家营乡广积屯村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8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689   (序号：30) 

姓名: 梁和龙 

职务: 中原工业公司法人代表、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工会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中原工业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辛店村 16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8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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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692   (序号：31) 

姓名: 陈俊轩 

职务: 副监狱长、北京市振兴工贸公司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二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90 

      北京市振兴工贸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南豆各庄甲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9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694   (序号：32) 

姓名: 张建华（2）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天利河印刷厂 

      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天宫院村庆丰路 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9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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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696   (序号：33) 

姓名: 霍雷 

职务: 经理、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天河日月星印刷厂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庆丰路 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9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699   (序号：34) 

姓名: 赵迪 

职务: 副监狱长、北京斯迪之路金属加工厂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97 

      北京斯迪之路金属加工厂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团河南大楼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9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702   (序号：35) 

姓名: 隋向东 

职务: 副监狱长、北京市器材厂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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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良乡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00 

      北京市器材厂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肖庄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0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704   (序号：36) 

姓名: 郑治会 

职务: 业务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智慧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第九分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0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706   (序号：37) 

姓名: 崔树松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志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宁河区清河农场原柳林监狱院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0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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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2709   (序号：38) 

姓名: 薛建平 

职务: 法人代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清河华新农场（天津） 

      北京市清河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708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583   (序号：39) 

姓名: 刘培春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公安分局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甲 1 号 石景山公安分局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6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迫害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陈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82 

编号: 124584   (序号：40) 

姓名: 刘建国 

职务: 八角北路特钢片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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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北路甲 38 号，八角派出所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迫害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陈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82 

编号: 124585   (序号：41) 

姓名: 路琳艳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9 号 石景山区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迫害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陈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82 

编号: 124586   (序号：42) 

姓名: 于广 

职务: 公诉部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 石景山区检察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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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迫害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陈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82 

编号: 124711   (序号：43) 

姓名: 李魁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六区 5 号楼 和平里派出所  

       邮编：10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编号: 124712   (序号：44) 

姓名: 张莉（2）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10-3 号   东城区检察院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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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4713   (序号：45) 

姓名: 赵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4714   (序号：46) 

姓名: 王波（2）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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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715   (序号：47) 

姓名: 张永忠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4716   (序号：48) 

姓名: 爱新觉罗启骋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4717   (序号：49) 

姓名: 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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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4718   (序号：50) 

姓名: 芦超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4719   (序号：51) 

姓名: 马晓宇（3） 

职务: 刑事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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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编号: 124720   (序号：52) 

姓名: 刘润华 

职务: 审判委员会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编号: 124721   (序号：53) 

姓名: 岑翀 

职务: 审判委员会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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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编号: 124722   (序号：54) 

姓名: 杨晓琪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编号: 124723   (序号：55) 

姓名: 韩海生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北京市昌平区七里渠乡豆各庄村 645 号  东城区看守所 

       邮编：1022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东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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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5044   (序号：56) 

姓名: 王莹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冠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56 

编号: 125045   (序号：57) 

姓名: 连洋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冠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56 

编号: 125512   (序号：58) 

姓名: 薛国强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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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政法委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 6 号 东城区政法委 

       邮编：10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5513   (序号：59) 

姓名: 董旭源 

职务: 代理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10-3 号   东城区检察院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5514   (序号：60) 

姓名: 王婷婷 

职务: 代理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10-3 号   东城区检察院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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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5515   (序号：61) 

姓名: 张又明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5517   (序号：62) 

姓名: 谭大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壁街 16 号  体育馆派出所  

       邮编：100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5519   (序号：63) 

姓名: 钟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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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 2 号楼   花市大街派出所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钟立军-2020（第 0029 号）-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花市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2 

编号: 125520   (序号：64) 

姓名: 邢磊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 2 号楼   花市大街派出所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钟立军-2020（第 0029 号）-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花市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2 

编号: 125521   (序号：65) 

姓名: 白志河 

职务: 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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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北京市昌平区七里渠乡豆各庄村 645 号  东城区看守所 

       邮编：1022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5522   (序号：66) 

姓名: 王建民（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北京市昌平区七里渠乡豆各庄村 645 号  东城区看守所 

       邮编：1022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弘、王顺利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1 

编号: 125573   (序号：67) 

姓名: 吴连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610）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 9 号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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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东平-2020（第 0106 号） -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区分局峪口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5 

编号: 125574   (序号：68) 

姓名: 王晓勤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610）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 9 号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1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5575   (序号：69) 

姓名: 张利民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公安分局 

       邮编：101200 

        

       预审大队：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路 59 号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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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东平-2020（第 0106 号） -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区分局峪口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5 

编号: 125576   (序号：70) 

姓名: 李阳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公安分局 

       邮编：101200 

        

       预审大队：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路 59 号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5577   (序号：71) 

姓名: 张金海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公安分局 

       邮编：101200 

        

       预审大队：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路 59 号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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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5578   (序号：72) 

姓名: 王卫东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公安分局 

       邮编：101200 

        

       预审大队：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路 59 号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5579   (序号：73) 

姓名: 屈爱东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公安分局 

       邮编：101200 

        

       预审大队：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路 59 号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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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5581   (序号：74) 

姓名: 张宝贵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派出所 

      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东高村西大街 103 号  东高村派出所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宝贵-2019（第 0104 号）- 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1 

编号: 125582   (序号：75) 

姓名: 山云川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派出所 

      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东高村西大街 103 号  东高村派出所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宝贵-2019（第 0104 号）- 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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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5583   (序号：76) 

姓名: 魏青牧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派出所 

      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东高村西大街 103 号  东高村派出所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宝贵-2019（第 0104 号）- 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1 

编号: 125584   (序号：77) 

姓名: 王小兵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派出所 

      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东高村西大街 103 号  东高村派出所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5585   (序号：78) 

姓名: 王立军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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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平谷区滨河派出所 

      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街 57 号 滨河派出所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5586   (序号：79) 

姓名: 耿晓旭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滨河派出所 

      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街 57 号 滨河派出所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5587   (序号：80) 

姓名: 段志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滨河派出所 

      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街 57 号 滨河派出所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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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5588   (序号：81) 

姓名: 李宝珠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滨河派出所 

      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街 57 号 滨河派出所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5589   (序号：82) 

姓名: 杨华（2）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区法院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5590   (序号：83) 

姓名: 王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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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看守所 

      北京市平谷区镇罗营镇上镇东路 108 号  平谷看守所 

      邮编：1012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东平-2020（第 0106 号） -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区分局峪口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5 

编号: 125591   (序号：84) 

姓名: 宋四海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看守所 

      北京市平谷区镇罗营镇上镇东路 108 号  平谷看守所 

      邮编：1012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5592   (序号：85) 

姓名: 刘海升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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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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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平谷区看守所 

      北京市平谷区镇罗营镇上镇东路 108 号  平谷看守所 

      邮编：1012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贾凤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08 

编号: 126365   (序号：86) 

姓名: 曾娟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 

      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 5 号    大兴区检察院  

       邮编：1026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25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芳-2019（第 0022 号） -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5 

编号: 126366   (序号：87) 

姓名: 刘坡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派出所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双星桥东 800 米路南 西红门镇派出所 

      邮编：100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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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芳-2019（第 0022 号） -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5 

编号: 126367   (序号：88) 

姓名: 赵学礼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大兴区看守所 

       邮编：10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芳-2019（第 0022 号） -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28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芳-2020（第 0005 号）- 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0 

编号: 126409   (序号：89) 

姓名: 张金岩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金岩-2019（第 0031 号）-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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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410   (序号：90) 

姓名: 王永朋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金岩-2019（第 0031 号）-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59 

编号: 126411   (序号：91) 

姓名: 胡敬贤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金岩-2019（第 0031 号）-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59 

编号: 126412   (序号：92) 

姓名: 朱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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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金岩-2019（第 0031 号）-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59 

编号: 126413   (序号：93) 

姓名: 徐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金岩-2019（第 0031 号）-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59 

编号: 126414   (序号：94) 

姓名: 某路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金岩-2019（第 0031 号）-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59 

编号: 126416   (序号：95) 

姓名: 郭鹏（2）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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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春生-2019（第 003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13 

编号: 126417   (序号：96) 

姓名: 郭永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春生-2019（第 003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13 

编号: 126418   (序号：97) 

姓名: 胡源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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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春生-2019（第 003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13 

编号: 126419   (序号：98) 

姓名: 靳军（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春生-2019（第 003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13 

编号: 126420   (序号：99) 

姓名: 鲍鲲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文体路 2 号 

      邮编：10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3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春生-2019（第 003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13 

编号: 126421   (序号：100) 

姓名: 朱益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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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通州区通州镇新华北街 303 号 

       邮编：10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龚秀敏-2019（第 0035 号）-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71 

编号: 126422   (序号：101) 

姓名: 张德启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2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龚秀敏-2019（第 0035 号）-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71 

编号: 126424   (序号：102) 

姓名: 孙学章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焦王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2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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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龚秀敏-2019（第 0035 号）-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71 

编号: 126425   (序号：103) 

姓名: 蒋鹏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公安分局 

      北京市密云县西大桥路 12 号 

       邮编: 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蒋鹏-2019（第 0036 号）- 北京市密云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8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军 -2020（第 0023 号）- 北京市太师屯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0 

编号: 126426   (序号：104) 

姓名: 高海涛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公安分局 

      北京市密云县西大桥路 12 号 

       邮编: 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蒋鹏-2019（第 0036 号）- 北京市密云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8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军 -2020（第 0023 号）- 北京市太师屯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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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427   (序号：105) 

姓名: 王宇（4）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政法委 

      北京市密云县鼓楼西大街 13 号  

       邮编：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蒋鹏-2019（第 0036 号）- 北京市密云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81 

编号: 126428   (序号：106) 

姓名: 刘滨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公安分局 

      北京市密云县西大桥路 12 号 

       邮编: 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蒋鹏-2019（第 0036 号）- 北京市密云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8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军 -2020（第 0023 号）- 北京市太师屯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0 

编号: 126430   (序号：107) 

姓名: 杨杰 

职务: 副镇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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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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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密云县密云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29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蒋鹏-2019（第 0036 号）- 北京市密云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81 

编号: 126431   (序号：108) 

姓名: 王凯 

职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县密云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2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蒋鹏-2019（第 0036 号）- 北京市密云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381 

编号: 126433   (序号：109) 

姓名: 张卫东（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张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为民-2019（第 0037 号）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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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435   (序号：110) 

姓名: 张明（3）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李遂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为民-2019（第 0037 号）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25 

编号: 126436   (序号：111) 

姓名: 付学俭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派出所 

      北京顺义区木林镇 56 号  木林派出所 

      邮编：1013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为民-2019（第 0037 号）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25 

编号: 126438   (序号：112) 

姓名: 卢天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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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卢天峰-2019（第 0038 号）-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6 

编号: 126440   (序号：113) 

姓名: 温立新 

职务: 镇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9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卢天峰-2019（第 0038 号）-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6 

编号: 126441   (序号：114) 

姓名: 褚继刚 

职务: 综治办“610”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卢天峰-2019（第 0038 号）-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6 

编号: 126442   (序号：115) 

姓名: 彭玉柱 

职务: 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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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9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卢天峰-2019（第 0038 号）-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6 

编号: 126443   (序号：116) 

姓名: 曲钢 

职务: 镇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39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卢天峰-2019（第 0038 号）-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6 

编号: 126445   (序号：117) 

姓名: 金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司法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4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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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卢天峰-2019（第 0038 号）-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6 

编号: 126447   (序号：118) 

姓名: 戴彬彬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46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卢天峰-2019（第 0038 号）-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6 

编号: 126448   (序号：119) 

姓名: 于庆丰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46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卢天峰-2019（第 0038 号）-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6 

编号: 126466   (序号：120) 

姓名: 朱炳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甲 68 号  昌平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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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许伟-2019（第 0039 号）- 黑龙江省泰来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朱炳文-2020（第 0103 号）-中国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369 

编号: 126467   (序号：121) 

姓名: 王京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派出所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北小营村临 807 号   马池口派出所    

       邮编：1022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34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许伟-2019（第 0039 号）- 黑龙江省泰来监狱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7 

编号: 126610   (序号：122) 

姓名: 马志坤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大街近园路 13 号  丰台区检察院 

      邮编：10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3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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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志坤 -2019（第 006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3 

编号: 126611   (序号：123) 

姓名: 王栋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大街近园路 13 号  丰台区检察院 

      邮编：10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3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志坤 -2019（第 006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3 

编号: 126613   (序号：124) 

姓名: 宋东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志坤 -2019（第 006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3 

编号: 126614   (序号：125) 

姓名: 牛波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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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志坤 -2019（第 006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3 

编号: 126615   (序号：126) 

姓名: 梁景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志坤 -2019（第 006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3 

编号: 126617   (序号：127) 

姓名: 尚卫 

职务: 律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民博律师事务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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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志坤 -2019（第 006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93 

编号: 126618   (序号：128) 

姓名: 刘新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夏都派出所 

      北京市延庆区西街 21 号  夏都派出所   

       邮编: 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7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双-2019（第 0069 号）- 北京市延庆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59 

编号: 126619   (序号：129) 

姓名: 赵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夏都派出所 

      北京市延庆区西街 21 号  夏都派出所   

       邮编: 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7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双-2019（第 0069 号）- 北京市延庆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859 

编号: 126842   (序号：130) 

姓名: 刘伯祥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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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伯祥-2019（第 0086 号）-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李桥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32 

编号: 126843   (序号：131) 

姓名: 马大刚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伯祥-2019（第 0086 号）-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李桥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32 

编号: 126844   (序号：132) 

姓名: 李唐 

职务: 公诉部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 17 号 朝阳区检察院 

       邮编：10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7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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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唐-2019（第 0093 号）-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0 

编号: 126845   (序号：133) 

姓名: 张朝霞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 17 号 朝阳区检察院 

       邮编：10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7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唐-2019（第 0093 号）-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0 

编号: 126847   (序号：134) 

姓名: 刘异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唐-2019（第 0093 号）-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0 

编号: 126848   (序号：135) 

姓名: 田勇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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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唐-2019（第 0093 号）-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0 

编号: 126849   (序号：136) 

姓名: 朱国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道家园 1 号    朝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100025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常营西里甲 1 号 北京朝阳分局预审大队 

       邮编：10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唐-2019（第 0093 号）-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0 

编号: 126850   (序号：137) 

姓名: 袁利军 

职务: 法制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道家园 1 号    朝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100025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常营西里甲 1 号 北京朝阳分局预审大队 

       邮编：10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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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唐-2019（第 0093 号）-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0 

编号: 126851   (序号：138) 

姓名: 韩瑞峰 

职务: 法制处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道家园 1 号    朝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100025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常营西里甲 1 号 北京朝阳分局预审大队 

       邮编：10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唐-2019（第 0093 号）-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0 

编号: 126852   (序号：139) 

姓名: 兰澎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日坛北街 33 号 

      邮编: 10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7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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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唐-2019（第 0093 号）-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0 

编号: 126853   (序号：140) 

姓名: 孙晓楠 

职务: 预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北京市朝阳北路常营西里甲 1 号 朝阳区看守所 

       邮编：10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唐-2019（第 0093 号）-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0 

编号: 126854   (序号：141) 

姓名: 郝飞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北京市朝阳北路常营西里甲 1 号 朝阳区看守所 

       邮编：10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唐-2019（第 0093 号）-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0 

编号: 126856   (序号：142) 

姓名: 王飙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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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芳-2020（第 0005 号）- 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0 

编号: 126857   (序号：143) 

姓名: 张广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芳-2020（第 0005 号）- 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0 

编号: 126858   (序号：144) 

姓名: 王晓雨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芳-2020（第 0005 号）- 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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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859   (序号：145) 

姓名: 王剑（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芳-2020（第 0005 号）- 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0 

编号: 126860   (序号：146) 

姓名: 韩念珠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芳-2020（第 0005 号）- 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0 

编号: 127196   (序号：147) 

姓名: 高军（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公安局太师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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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军 -2020（第 0023 号）- 北京市太师屯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0 

编号: 127197   (序号：148) 

姓名: 朱柏成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政法委 

      北京市密云县鼓楼西大街 13 号  

       邮编：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军 -2020（第 0023 号）- 北京市太师屯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0 

编号: 127198   (序号：149) 

姓名: 王作兴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政法委 

      北京市密云县鼓楼西大街 13 号  

       邮编：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军 -2020（第 0023 号）- 北京市太师屯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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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7199   (序号：150) 

姓名: 张晨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 2 号楼   花市大街派出所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钟立军-2020（第 0029 号）-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花市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2 

编号: 127200   (序号：151) 

姓名: 杨文栋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北京市东城区育群胡同 6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0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钟立军-2020（第 0029 号）-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花市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62 

编号: 127201   (序号：152) 

姓名: 刘惠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西路 8 号   海淀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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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6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轶-2020（第 0056 号）-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0 

编号: 127202   (序号：153) 

姓名: 王瑞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派出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花园三里 75 号  西三旗派出所 

      邮编：10008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6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轶-2020（第 0056 号）-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0 

编号: 127203   (序号：154) 

姓名: 谭权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5 号  海淀区公安分局 

       邮编：10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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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轶-2020（第 0056 号）-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0 

编号: 127204   (序号：155) 

姓名: 王身宇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5 号  海淀区公安分局 

       邮编：10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轶-2020（第 0056 号）-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0 

编号: 127205   (序号：156) 

姓名: 吴计亮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政法委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7 号 

       邮编：10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5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轶-2020（第 0056 号）-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0 

编号: 127206   (序号：157) 

姓名: 张佳滨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2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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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海淀区清河看守所） 

      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温泉路 25 号  海淀区看守所 

       邮编：10019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轶-2020（第 0056 号）-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90 

编号: 127461   (序号：158) 

姓名: 余功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冬伟-2020（第 0064 号）-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3 

编号: 127462   (序号：159) 

姓名: 柳国柱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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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冬伟-2020（第 0064 号）-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3 

编号: 127463   (序号：160) 

姓名: 徐箭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冬伟-2020（第 0064 号）-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3 

编号: 127464   (序号：161) 

姓名: 王亮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冬伟-2020（第 0064 号）-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3 

编号: 127465   (序号：162) 

姓名: 张东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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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冬伟-2020（第 0064 号）-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3 

编号: 127466   (序号：163) 

姓名: 张冬（2）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冬伟-2020（第 0064 号）-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中止追查）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453 

编号: 128454   (序号：164) 

姓名: 张东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峪口乡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东平-2020（第 0106 号） -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区分局峪口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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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8456   (序号：165) 

姓名: 王宇（5）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马坊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东平-2020（第 0106 号） -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区分局峪口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5 

编号: 128457   (序号：166) 

姓名: 倪跃东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政法委 610）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 9 号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1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东平-2020（第 0106 号） -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区分局峪口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