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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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6589   (序号：1) 

姓名: 王福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分局南川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王福海、张继祥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 

编号: 116590   (序号：2) 

姓名: 李永生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分局南川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王福海、张继祥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 

编号: 116591   (序号：3) 

姓名: 张继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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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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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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分局南川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王福海、张继祥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 

编号: 116592   (序号：4) 

姓名: 董世武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分局南川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王福海、张继祥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 

编号: 116594   (序号：5) 

姓名: 王海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公安分局朝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9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王福海、张继祥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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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595   (序号：6) 

姓名: 蔡钧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马坊派出所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柴达木路 91 号 

       邮编: 8100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西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王福海、张继祥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 

编号: 122154   (序号：7) 

姓名: 王海杰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女子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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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向建梅、段海荣、王海杰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3 

编号: 122155   (序号：8) 

姓名: 李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女子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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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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向建梅、段海荣、王海杰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3 

编号: 122156   (序号：9) 

姓名: 张文静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女子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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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向建梅、段海荣、王海杰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3 

编号: 122157   (序号：10) 

姓名: 陈清华 

职务: 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女子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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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向建梅、段海荣、王海杰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3 

编号: 122158   (序号：11) 

姓名: 包春梅 

职务: 吸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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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女子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0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向建梅、段海荣、王海杰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3 

编号: 122159   (序号：12) 

姓名: 李玉凤 

职务: 吸毒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女子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0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向建梅、段海荣、王海杰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3 

编号: 124393   (序号：13) 

姓名: 刘建家 

职务: 青海省监狱管理局分党组成员、副局长、青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青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昆仑东路 19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92 

      青海省监狱管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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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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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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96   (序号：14) 

姓名: 郭瑞蓉 

职务: 青海宁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长宁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宁源实业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长宁镇上鲍村双新路 60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95 

      青海省长宁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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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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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98   (序号：15) 

姓名: 加罗 

职务: 青海巴卡台农牧场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巴卡台农牧场有限公司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龙羊峡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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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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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01   (序号：16) 

姓名: 郭富宁 

职务: 格尔木西海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柴达木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格尔木西海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 4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0 

      青海省柴达木监狱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昆仑经济开发区以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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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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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04   (序号：17) 

姓名: 史美青 

职务: 青海群星制衣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青海省女子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群星制衣实业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南山路 4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3 

      青海省女子监狱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山路 40 号   

       邮编: 81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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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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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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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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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4407   (序号：18) 

姓名: 金渤 

职务: 西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青海省西川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西新实业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西川南路 10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6 

      青海省西川监狱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西川南路 15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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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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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10   (序号：19) 

姓名: 王海 

职务: 三利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建新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三利实业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宁互路 1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9 

      青海省建新监狱（青海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宁互路 1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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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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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13   (序号：20) 

姓名: 何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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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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青海湖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西宁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青海湖实业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南山路 19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12 

      青海省西宁监狱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通海经济开发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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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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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16   (序号：21) 

姓名: 安玉海 

职务: 东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东川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东新实业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昆仑东路 29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15 

      青海省东川监狱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昆仑东路 297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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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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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18   (序号：22) 

姓名: 赵建西 

职务: 柴达木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诺木洪农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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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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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诺木洪农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417 

      青海省柴达木监狱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昆仑经济开发区以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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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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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