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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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编号: 124042   (序号：1) 

姓名: 乔占英 

职务: 定西监狱党委委员、调研员、定起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定起钢结构有限公司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教育大道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41 

      甘肃省定西监狱 

      监狱地址：定西市安定区教育大道 1 号 

       甘肃省定西市 001 信箱  甘肃省定西监狱 

       邮编：7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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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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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44   (序号：2) 

姓名: 景向彪 

职务: 润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武威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润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祁连大道 152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43 

      甘肃省武威监狱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祁连大道 152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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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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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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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46   (序号：3) 

姓名: 徐方明 

职务: 天水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天水监狱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监狱企业集团天水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 天水市秦城区建设路 19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45 

      甘肃省天水监狱 

      甘肃天水市秦城区建设路 196 号  甘肃省天水监狱 

       邮编：74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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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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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48   (序号：4) 

姓名: 李崇良 

职务: 临夏兴盛工贸有限公司经理、临夏监狱党委委员、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兴盛工贸有限公司 

      甘肃省临夏市新生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47 

      甘肃省临夏监狱 

      甘肃省临夏市新生路 1 号  临夏监狱 

       邮编：7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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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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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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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52   (序号：5) 

姓名: 张正春 

职务: 平凉机床附件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平凉监狱党委委员、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监狱企业集团平凉机床附件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西城路 1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51 

      甘肃省平凉监狱 

      地址：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西城路 10 号（西关押区）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新民南路 185 号（东关押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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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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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55   (序号：6) 

姓名: 王鹏程 

职务: 白银监狱党委委员、白银农场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监狱企业集团白银农场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盛泰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诚信路 8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54 

      甘肃省白银监狱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纺织路街道兰州路 8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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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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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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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059   (序号：7) 

姓名: 钟云长 

职务: 金昌红光园艺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金昌监狱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监狱企业集团金昌红光园艺场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天民巷 1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58 

      甘肃省金昌监狱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常州路北天民巷 1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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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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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62   (序号：8) 

姓名: 姚彦荣 

职务: 永登石灰石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监狱企业集团永登石灰石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永登县武胜驿镇屯沟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61 

      甘肃省永登监狱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武胜驿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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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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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65   (序号：9) 

姓名: 王建平 

职务: 武都两水农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武都监狱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监狱企业集团武都两水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城关镇吉石坝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64 

      甘肃省武都监狱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武胜驿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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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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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68   (序号：10) 

姓名: 杜理 

职务: 武威监狱党委委员、调研员、天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武威凉州地毯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监狱企业集团天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石门镇马营坡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67 

      甘肃省武威监狱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祁连大道 152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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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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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70   (序号：11) 

姓名: 柳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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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白银风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经理、白银监狱党委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白银风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白银西区经六路北段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69 

      甘肃省白银监狱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纺织路街道兰州路 8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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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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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72   (序号：12) 

姓名: 李颜 

职务: 定西起重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定西起重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教育大道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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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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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74   (序号：13) 

姓名: 高志勋 

职务: 兰州阀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兰州监狱企业公司经理、高度戒备监狱建设指挥部指挥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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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监狱企业集团兰州阀门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大砂坪 40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073 

      甘肃省兰州监狱 

      甘肃省兰州市佛慈大街 298 号 兰州监狱 

       信箱：兰州市大沙坪 28 号 

       邮编：73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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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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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95   (序号：14) 

姓名: 王世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政法委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路 76 号 

       邮编: 7371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5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李桂英、朱兰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68 

编号: 125896   (序号：15) 

姓名: 杨彦军（3）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的公园路 23 号    金川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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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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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李桂英、朱兰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68 

编号: 125897   (序号：16) 

姓名: 常生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广州路派出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广州路宝运西巷 6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李桂英、朱兰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68 

编号: 125898   (序号：17) 

姓名: 赵淑霞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检察院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城关镇南大街   永昌县检察院  

       邮编：7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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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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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李桂英、朱兰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68 

编号: 126059   (序号：18) 

姓名: 甘义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政法委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中街 81 号政府 2 号办公楼 7 层   城关区政法委  

       邮编：73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8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蔡树东-2019（第 0034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焦家湾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2 

编号: 126060   (序号：19) 

姓名: 汪静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610办公室”（防范办）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中街子 57 号  区政法委 

       邮编︰73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8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编号: 126061   (序号：20) 

姓名: 张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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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大沙坪砂坪村 666 号   关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6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编号: 126062   (序号：21) 

姓名: 刘亚峰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大沙坪砂坪村 666 号   关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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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编号: 126064   (序号：22) 

姓名: 哈旭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焦家湾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 1073 号   焦家湾派出所  

       邮编：73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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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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蔡树东-2019（第 0034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焦家湾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2 

编号: 126065   (序号：23) 

姓名: 蔡树东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焦家湾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 1073 号   焦家湾派出所  

       邮编：73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蔡树东-2019（第 0034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焦家湾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2 

编号: 126066   (序号：24) 

姓名: 朱峻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焦家湾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 1073 号   焦家湾派出所  

       邮编：73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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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编号: 126067   (序号：25) 

姓名: 高鹏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焦家湾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 1073 号   焦家湾派出所  

       邮编：73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编号: 126068   (序号：26) 

姓名: 陈晓东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焦家湾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 1073 号   焦家湾派出所  

       邮编：73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蔡树东-2019（第 0034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焦家湾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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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069   (序号：27) 

姓名: 苏晓雷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焦家湾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 1073 号   焦家湾派出所  

       邮编：73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蔡树东-2019（第 0034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焦家湾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2 

编号: 126070   (序号：28) 

姓名: 他维雄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焦家湾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 1073 号   焦家湾派出所  

       邮编：73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编号: 126071   (序号：29) 

姓名: 傅鑫 

职务: 辅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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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焦家湾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 1073 号   焦家湾派出所  

       邮编：73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蔡树东-2019（第 0034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焦家湾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2 

编号: 126072   (序号：30) 

姓名: 王鉴悟 

职务: 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焦家湾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 1073 号   焦家湾派出所  

       邮编：73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蔡树东-2019（第 0034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焦家湾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2 

编号: 126074   (序号：31) 

姓名: 年建利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拱星墩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段家滩路 1519 号   拱星墩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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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3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7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编号: 126075   (序号：32) 

姓名: 王其明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拱星墩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段家滩路 1519 号   拱星墩派出所  

       邮编：73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7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编号: 126076   (序号：33) 

姓名: 韩荣翠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3030 号    城关区检察院   

       邮编：7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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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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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编号: 126077   (序号：34) 

姓名: 李小东 

职务: 公诉科副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3030 号    城关区检察院   

       邮编：7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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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编号: 126078   (序号：35) 

姓名: 张四恩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2848   城关区法院   

       邮编︰7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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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编号: 126080   (序号：36) 

姓名: 王延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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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兰州市第三看守所 (西果园看守所）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上果园村 1 号 兰州市第三看守所  

       邮编：73005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2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蔡树东-2019（第 0034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焦家湾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