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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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编号: 116352   (序号：1) 

姓名: 杨亚龙 

职务: 二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劳教所（陕西省虢镇强制隔离戒毒所，枣子河劳教所） 

      地址 1: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火车站道北  虢镇劳教所 

       邮编: 721301 

        

       地址 2: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董家河镇  枣子河劳教所 

       邮编: :72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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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建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0 

追查陕西省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世禄、邢一民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 

编号: 116353   (序号：2) 

姓名: 王金龙 

职务: 二大队警察（主管洗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劳教所（陕西省虢镇强制隔离戒毒所，枣子河劳教所） 

      地址 1: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火车站道北  虢镇劳教所 

       邮编: 721301 

        

       地址 2: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董家河镇  枣子河劳教所 

       邮编: :72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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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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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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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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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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建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0 

追查陕西省汉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新明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 

追查陕西省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世禄、邢一民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 

编号: 116354   (序号：3) 

姓名: 谷爱民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劳教所（陕西省虢镇强制隔离戒毒所，枣子河劳教所） 

      地址 1: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火车站道北  虢镇劳教所 

       邮编: 721301 

        

       地址 2: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董家河镇  枣子河劳教所 

       邮编: :72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07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建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0 

编号: 116355   (序号：4) 

姓名: 王朋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劳教所（陕西省虢镇强制隔离戒毒所，枣子河劳教所） 

      地址 1: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火车站道北  虢镇劳教所 

       邮编: 721301 

        

       地址 2: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董家河镇  枣子河劳教所 

       邮编: :72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07 

责任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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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建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0 

编号: 116356   (序号：5) 

姓名: 董西山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劳教所（陕西省虢镇强制隔离戒毒所，枣子河劳教所） 

      地址 1: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火车站道北  虢镇劳教所 

       邮编: 721301 

        

       地址 2: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董家河镇  枣子河劳教所 

       邮编: :72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07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建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0 

编号: 116357   (序号：6) 

姓名: 鱼月翔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劳教所（陕西省虢镇强制隔离戒毒所，枣子河劳教所） 

      地址 1: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火车站道北  虢镇劳教所 

       邮编: 721301 

        

       地址 2: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董家河镇  枣子河劳教所 

       邮编: :72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07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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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建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0 

编号: 116358   (序号：7) 

姓名: 马少峰 

职务: 劳教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劳教所（陕西省虢镇强制隔离戒毒所，枣子河劳教所） 

      地址 1: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火车站道北  虢镇劳教所 

       邮编: 721301 

        

       地址 2: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董家河镇  枣子河劳教所 

       邮编: :72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07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建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0 

编号: 117122   (序号：8) 

姓名: 禹鸿斌 

职务: 社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121 

责任系统: 教育,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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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82   (序号：9) 

姓名: 沈体安 

职务: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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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县委、县政府）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民主街 33 号  

      邮编：72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8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沈体安、看守所副所长袁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9 

编号: 117483   (序号：10) 

姓名: 余海荣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西环一路北段 城固县公安局  

      邮编：72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8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沈体安、看守所副所长袁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9 

编号: 117484   (序号：11) 

姓名: 楚平君 

职务: 原刑警分队队长 (现任上元观镇派出任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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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西环一路北段 城固县公安局  

      邮编：72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8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沈体安、看守所副所长袁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9 

编号: 117485   (序号：12) 

姓名: 田海生 

职务: 国保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西环一路北段 城固县公安局  

      邮编：72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8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沈体安、看守所副所长袁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9 

编号: 117486   (序号：13) 

姓名: 卫才逢 

职务: 国保科副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西环一路北段 城固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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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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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2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8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沈体安、看守所副所长袁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9 

编号: 117487   (序号：14) 

姓名: 王一安 

职务: 国保科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西环一路北段 城固县公安局  

      邮编：72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8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沈体安、看守所副所长袁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9 

编号: 117489   (序号：15) 

姓名: 袁煜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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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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沈体安、看守所副所长袁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9 

编号: 117490   (序号：16) 

姓名: 张志刚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 

追查陕西省城固县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沈体安、看守所副所长袁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9 

编号: 121894   (序号：17) 

姓名: 余明科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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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岐山县将法轮功学员刘改仙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3 

编号: 121895   (序号：18) 

姓名: 张常年 

职务: 国保队（原政保股）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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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将法轮功学员刘改仙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3 

编号: 121896   (序号：19) 

姓名: 王纪贤 

职务: 国保队（原政保股）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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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将法轮功学员刘改仙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3 

编号: 121901   (序号：20) 

姓名: 陈双林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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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将法轮功学员刘改仙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3 

编号: 121902   (序号：21) 

姓名: 陈军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将法轮功学员刘改仙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3 

编号: 121904   (序号：22) 

姓名: 梁宽 

职务: 干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3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将法轮功学员刘改仙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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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905   (序号：23) 

姓名: 王银拴 

职务: 干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3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将法轮功学员刘改仙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3 

编号: 121907   (序号：24) 

姓名: 刘焕明 

职务: 村支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北吴邰村委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将法轮功学员刘改仙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3 

编号: 121909   (序号：25) 

姓名: 司君生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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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将法轮功学员刘改仙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3 

编号: 121910   (序号：26) 

姓名: 黄龙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将法轮功学员刘改仙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3 

编号: 121911   (序号：27) 

姓名: 孙建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雁塔区翠华路 121 号  雁塔区公安局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3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将法轮功学员李长英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00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少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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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913   (序号：28) 

姓名: 马奔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国家安全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12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2 

编号: 121914   (序号：29) 

姓名: 张小平 

职务: 秘书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610 办公室”（防范办）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院门 27 号  西安市委“610办公室” 

       邮编：710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2 

编号: 121916   (序号：30) 

姓名: 焦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政法委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 168 号 区政府北院 5 号楼 2 层  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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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少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5 

编号: 121919   (序号：31) 

姓名: 邢宏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政法委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书院门 6 号 

       邮编: 71006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少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5 

编号: 121922   (序号：32) 

姓名: 张民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2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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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923   (序号：33) 

姓名: 王强 

职务: 政法委书记、莲湖分局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6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 163 号   莲湖公安分局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2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1925   (序号：34) 

姓名: 苗宗魁 

职务: 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总工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2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2 

编号: 121926   (序号：35) 

姓名: 乔晓楠 

职务: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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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西安市安康医院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0 

编号: 121927   (序号：36) 

姓名: 董红涛 

职务: 犯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7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西安市安康医院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0 

编号: 121928   (序号：37) 

姓名: 刘琦 

职务: 护士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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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西安市安康医院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0 

编号: 121929   (序号：38) 

姓名: 魏煜军 

职务: 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西安市安康医院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0 

编号: 121930   (序号：39) 

姓名: 洪魁 

职务: 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西安市安康医院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0 

编号: 121931   (序号：40) 

姓名: 查英利 

职务: 女病区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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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西安市安康医院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0 

编号: 121932   (序号：41) 

姓名: 裴光明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大街 165 号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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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 610 办公室、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6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华、兀亚莉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7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华、叶浩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2 

编号: 121934   (序号：42) 

姓名: 曲燕玲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反邪教协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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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反邪教协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亢瑞忠、柏汉英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31 

编号: 121935   (序号：43) 

姓名: 晏旭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法院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南一环路东段     汉台区法院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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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华、兀亚莉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7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华、叶浩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2 

编号: 121936   (序号：44) 

姓名: 李耕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政法委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中山街 80 号    汉台区政法委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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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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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华、叶浩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2 

编号: 121937   (序号：45) 

姓名: 杨柄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政法委 

      陕西省南郑县城关镇周家坪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邮编︰72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3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华、叶浩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2 

编号: 121938   (序号：46) 

姓名: 何军辉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法院 

      陕西省南郑县城关镇司法路 10 号  

       邮编︰72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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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华、叶浩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2 

编号: 121940   (序号：47) 

姓名: 吴新生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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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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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汉滨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8 

编号: 121941   (序号：48) 

姓名: 李国才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汉滨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8 

编号: 121942   (序号：49) 

姓名: 王朝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汉滨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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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943   (序号：50) 

姓名: 唐祖斌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汉滨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8 

编号: 121944   (序号：51) 

姓名: 邓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汉滨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8 

编号: 121946   (序号：52) 

姓名: 马百鹏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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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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汉滨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8 

编号: 121947   (序号：53) 

姓名: 李燕 

职务: 警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汉滨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8 

编号: 121948   (序号：54) 

姓名: 胡福康 

职务: 警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汉滨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78 

编号: 121949   (序号：55) 

姓名: 吴星生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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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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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法院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2 

编号: 121951   (序号：56) 

姓名: 王开富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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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法院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2 

编号: 121952   (序号：57) 

姓名: 尹利明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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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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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法院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2 

编号: 121954   (序号：58) 

姓名: 巩伟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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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法院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2 

编号: 121955   (序号：59) 

姓名: 刘染华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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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法院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2 

编号: 121956   (序号：60) 

姓名: 常燕波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公园路 7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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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21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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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宝鸡市渭滨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汪建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3 

编号: 121957   (序号：61) 

姓名: 王海莉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公园路 77 号 

       邮编：721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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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宝鸡市渭滨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汪建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3 

编号: 121958   (序号：62) 

姓名: 康波 

职务: “610办公室”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渭滨分局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峪泉路 66 号  

      邮编：7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3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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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宝鸡市渭滨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汪建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3 

编号: 121960   (序号：63) 

姓名: 张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98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新明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 

编号: 121962   (序号：64) 

姓名: 邵向农 

职务: 县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6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新明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 

编号: 121963   (序号：65) 

姓名: 邵向农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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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987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新明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 

编号: 121964   (序号：66) 

姓名: 刘君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987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新明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 

编号: 121966   (序号：67) 

姓名: 夏锦秀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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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新明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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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967   (序号：68) 

姓名: 张树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6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新明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 

编号: 121968   (序号：69) 

姓名: 谭平海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6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新明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 

编号: 121969   (序号：70) 

姓名: 刘春喜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劳教所（陕西省虢镇强制隔离戒毒所，枣子河劳教所） 

      地址 1: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火车站道北  虢镇劳教所 

       邮编: 721301 

        

       地址 2: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董家河镇  枣子河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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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72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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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吴新明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7 

编号: 121971   (序号：71) 

姓名: 闫海清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政法委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和平路 133 号   勉县政法委   

       邮编：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陈小康、杨志强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3 

编号: 121972   (序号：72) 

姓名: 杨志强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民主街 103 号   勉县公安局  

       邮编：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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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陈小康、杨志强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3 

编号: 121973   (序号：73) 

姓名: 王卫斌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民主街 103 号   勉县公安局  

       邮编：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陈小康、杨志强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3 

编号: 121974   (序号：74) 

姓名: 赵学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民主街 103 号   勉县公安局  

       邮编：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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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陈小康、杨志强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3 

编号: 121975   (序号：75) 

姓名: 蒋宝生 

职务: “610办公室”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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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民主街 103 号   勉县公安局  

       邮编：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陈小康、杨志强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3 

编号: 121976   (序号：76) 

姓名: 董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镇 

       邮编: 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陈小康、杨志强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3 

编号: 121977   (序号：77) 

姓名: 黄建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镇 

       邮编: 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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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陈小康、杨志强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3 

编号: 121978   (序号：78) 

姓名: 肖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镇 

       邮编: 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陈小康、杨志强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3 

编号: 121979   (序号：79) 

姓名: 廖德银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镇 

       邮编: 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陈小康、杨志强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3 

编号: 121980   (序号：80) 

姓名: 卢小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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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镇 

       邮编: 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陈小康、杨志强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3 

编号: 121982   (序号：81) 

姓名: 王雪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镇川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8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陈小康、杨志强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3 

编号: 121984   (序号：82) 

姓名: 朱振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黄沙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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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陈小康、杨志强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23 

编号: 121985   (序号：83) 

姓名: 赵利民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政法委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县委大院 

       邮编：71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2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靳建国、王一凡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 

编号: 121986   (序号：84) 

姓名: 王鹏飞（2）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政法委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县委大院 

       邮编：71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2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靳建国、王一凡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 

编号: 121987   (序号：85) 

姓名: 骆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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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15 号 

       邮编：71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1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靳建国、王一凡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 

编号: 121988   (序号：86) 

姓名: 王宏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15 号 

       邮编：71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1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靳建国、王一凡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 

编号: 121989   (序号：87) 

姓名: 李德善 

职务: 治安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15 号 

       邮编：71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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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靳建国、王一凡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 

编号: 121990   (序号：88) 

姓名: 袁登峰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15 号 

       邮编：71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靳建国、王一凡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 

编号: 121991   (序号：89) 

姓名: 杨小祺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南大街 15 号 

       邮编：71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靳建国、王一凡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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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993   (序号：90) 

姓名: 张向前 

职务: 镇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城关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92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靳建国、王一凡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 

编号: 121994   (序号：91) 

姓名: 刘建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城关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92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靳建国、王一凡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 

编号: 121996   (序号：92) 

姓名: 吕国锋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城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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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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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靳建国、王一凡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 

编号: 121998   (序号：93) 

姓名: 高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石谭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礼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靳建国、王一凡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5 

编号: 121999   (序号：94) 

姓名: 张永亮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6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俊义、阎忍言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9 

编号: 122001   (序号：95) 

姓名: 武军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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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俊义、阎忍言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9 

编号: 122002   (序号：96) 

姓名: 张伟 (3)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俊义、阎忍言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9 

编号: 122003   (序号：97) 

姓名: 王耀卿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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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俊义、阎忍言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9 

编号: 122004   (序号：98) 

姓名: 穆海宁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俊义、阎忍言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9 

编号: 122005   (序号：99) 

姓名: 闫勇 

职务: 国安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俊义、阎忍言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9 

编号: 122007   (序号：100) 

姓名: 刘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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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俊义、阎忍言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9 

编号: 122009   (序号：101) 

姓名: 王崇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拘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俊义、阎忍言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9 

编号: 122010   (序号：102) 

姓名: 袁小菊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法院 

      陕西省南郑县城关镇司法路 10 号  

       邮编︰72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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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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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南郑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肖艳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4 

编号: 122011   (序号：103) 

姓名: 杨智勇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法院 

      陕西省南郑县城关镇司法路 10 号  

       邮编︰72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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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南郑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肖艳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4 

编号: 122012   (序号：104) 

姓名: 李小艳 

职务: 代理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法院 

      陕西省南郑县城关镇司法路 10 号  

       邮编︰72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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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南郑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肖艳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4 

编号: 122013   (序号：105) 

姓名: 吴明娟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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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法院 

      陕西省南郑县城关镇司法路 10 号  

       邮编︰72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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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南郑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肖艳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4 

编号: 122014   (序号：106) 

姓名: 马小红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 1: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将坛西路  市中级人民法院 

       邮编：723000 

        

       地址 2: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荔枝路（西环路）332 号  汉中市中级法院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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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南郑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肖艳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4 

编号: 122015   (序号：107) 

姓名: 郑安平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 1: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将坛西路  市中级人民法院 

       邮编：723000 

        

       地址 2: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荔枝路（西环路）332 号  汉中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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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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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南郑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肖艳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4 

编号: 122016   (序号：108) 

姓名: 曹汉民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 1: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将坛西路  市中级人民法院 

       邮编：723000 

        

       地址 2: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荔枝路（西环路）332 号  汉中市中级法院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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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南郑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肖艳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4 

编号: 122017   (序号：109) 

姓名: 刘蓉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 1: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将坛西路  市中级人民法院 

       邮编：723000 

        

       地址 2: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荔枝路（西环路）332 号  汉中市中级法院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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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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南郑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肖艳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4 

编号: 122018   (序号：110) 

姓名: 窦广庆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劳教所（陕西省虢镇强制隔离戒毒所，枣子河劳教所） 

      地址 1: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火车站道北  虢镇劳教所 

       邮编: 721301 

        

       地址 2: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董家河镇  枣子河劳教所 

       邮编: :72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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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世禄、邢一民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 

编号: 122019   (序号：111) 

姓名: 唐永科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劳教所（陕西省虢镇强制隔离戒毒所，枣子河劳教所） 

      地址 1: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火车站道北  虢镇劳教所 

       邮编: 721301 

        

       地址 2: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董家河镇  枣子河劳教所 

       邮编: :72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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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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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世禄、邢一民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0 

编号: 124328   (序号：112) 

姓名: 邓博 

职务: 益秦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益秦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益秦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 225 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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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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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31   (序号：113) 

姓名: 王洋 

职务: 神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榆林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神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大柳塔镇何家塔村榆林监狱劳务厂房大楼 1 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0 

      陕西省榆林监狱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大柳塔镇何家塔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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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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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33   (序号：114) 

姓名: 孙宏义 

职务: 益秦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益秦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省益秦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321 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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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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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39   (序号：115) 

姓名: 姚立国 

职务: 益秦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益秦集团副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益秦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建工路 66 号院内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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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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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43   (序号：116) 

姓名: 龚献祥 

职务: 秦汉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汉中监狱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秦汉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老君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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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汉中监狱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老君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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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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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46   (序号：117) 

姓名: 张明亮 

职务: 马栏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马栏监狱党委副书记、农场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马栏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马栏镇转角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44 

      陕西省马栏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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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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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49   (序号：118) 

姓名: 马富强 

职务: 铜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铜川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铜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新川路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48 

      陕西省铜川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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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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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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52   (序号：119) 

姓名: 麻小明 

职务: 荣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西安监狱党委副书记、企业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荣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南二环东段 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51 

      陕西省西安监狱 

      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东段 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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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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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55   (序号：120) 

姓名: 付静 

职务: 秦海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雁塔监狱党委副书记、企业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秦海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南二环东段 5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54 

      陕西省雁塔监狱 

      陕西省西安市二环南路东段 5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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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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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58   (序号：121) 

姓名: 常振平 

职务: 富盛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富平监狱党委副书记、企业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富盛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庄里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57 

      陕西省富平监狱 

      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建材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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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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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60   (序号：122) 

姓名: 郭少鹏 

职务: 益秦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益秦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 175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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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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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63   (序号：123) 

姓名: 严昌怀（2） 

职务: 西华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华山监狱副书记、华岳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华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莲花寺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62 

      陕西省华山监狱 

      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莲花寺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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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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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66   (序号：124) 

姓名: 白曦 

职务: 延安服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延安监狱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延安服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燕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65 

      陕西省延安监狱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燕沟路赵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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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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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69   (序号：125) 

姓名: 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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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益秦集团上畛子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黄陵监狱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益秦集团上畛子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双龙镇上畛子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68 

      陕西省黄陵监狱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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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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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72   (序号：126) 

姓名: 张志军（1） 

职务: 丹江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商州监狱党委副书记、公司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丹江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新乐路 1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71 

      陕西省商州监狱 

      通讯地址：陕西省商洛市北新街新乐路 10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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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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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74   (序号：127) 

姓名: 赵存才 

职务: 汉鑫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汉中监狱党委副书记、企业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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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汉鑫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十里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73 

      陕西省汉中监狱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老君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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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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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76   (序号：128) 

姓名: 潘雯 

职务: 陕西省女子监狱党委副书记、陕西秦星服装厂厂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秦星服装厂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南路东段 1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75 

      陕西省女子监狱（西安女子监狱） 

      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凤城南路东段十一号 陕西省女子监狱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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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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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79   (序号：129) 

姓名: 李战峰 

职务: 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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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宝鸡天和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监狱综合楼 30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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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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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81   (序号：130) 

姓名: 关文星 

职务: 陕西第二机床厂厂长、宝鸡监狱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第二机床厂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宝平路 5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80 

      陕西省宝鸡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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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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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84   (序号：131) 

姓名: 张卫东 

职务: 崔家沟煤矿矿长、崔家沟监狱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崔家沟煤矿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杏树坪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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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崔家沟监狱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瑶曲镇杏树坪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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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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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87   (序号：132) 

姓名: 杨伟 

职务: 红石岩煤矿矿长、红石岩监狱煤矿矿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红石岩煤矿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店头镇集贤村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86 

      陕西省红石岩监狱 

      通讯地址：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店头镇南川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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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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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89   (序号：133) 

姓名: 王虎明 

职务: 绿源纸制餐具有限公司总经理、未成年犯管教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绿源纸制餐具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建工路 1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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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建工路 6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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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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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91   (序号：134) 

姓名: 郭增光 

职务: 新耀水泥厂厂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新耀水泥厂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南岔口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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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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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05   (序号：135) 

姓名: 孟瑜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 51 号   新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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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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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编号: 124506   (序号：136) 

姓名: 雷怡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 51 号   新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5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编号: 124507   (序号：137) 

姓名: 时静波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 51 号   新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5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编号: 124508   (序号：138) 

姓名: 刘占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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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 51 号   新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5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编号: 124510   (序号：139) 

姓名: 王晓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中山门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尚勤路 215 号 中山门派出所  

       邮编：7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编号: 124511   (序号：140) 

姓名: 乌毅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中山门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尚勤路 215 号 中山门派出所  

       邮编：7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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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编号: 124512   (序号：141) 

姓名: 陈海民 

职务: 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中山门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尚勤路 215 号 中山门派出所  

       邮编：7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编号: 124513   (序号：142) 

姓名: 曹勇 

职务: 办案刑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中山门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尚勤路 215 号 中山门派出所  

       邮编：7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编号: 124515   (序号：143) 

姓名: 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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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森路 285 号 新城区检察院 

       邮编：71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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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编号: 124517   (序号：144) 

姓名: 李洁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药王洞 49 号  莲湖区检察院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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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18   (序号：145) 

姓名: 李笑鹤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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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药王洞 49 号  莲湖区检察院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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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20   (序号：146) 

姓名: 刘群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柴家什字 88 号   莲湖区法院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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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21   (序号：147) 

姓名: 权波蓉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柴家什字 88 号   莲湖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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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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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编号: 124523   (序号：148) 

姓名: 王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坡甲子 1 号 新城区看守所  

       邮编：71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2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安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334 

编号: 124525   (序号：149) 

姓名: 韩松 

职务: 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政法委 

      陕西省西安市凤城八路 99 号  西安市政法委   

       邮编：71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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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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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26   (序号：150) 

姓名: 杜保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 163 号   莲湖公安分局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27   (序号：151) 

姓名: 黄国强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 163 号   莲湖公安分局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28   (序号：152) 

姓名: 张建刚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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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 163 号   莲湖公安分局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29   (序号：153) 

姓名: 杨启林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 163 号   莲湖公安分局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30   (序号：154) 

姓名: 段治安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柴家什字 88 号   莲湖区法院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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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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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31   (序号：155) 

姓名: 李新强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柴家什字 88 号   莲湖区法院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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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32   (序号：156) 

姓名: 权国荣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柴家什字 88 号   莲湖区法院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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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33   (序号：157) 

姓名: 王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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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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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药王洞 49 号  莲湖区检察院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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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34   (序号：158) 

姓名: 朱文君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药王洞 49 号  莲湖区检察院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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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35   (序号：159) 

姓名: 张瑞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政法委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龙首北路西段一号（区机关院内二号楼四楼）未央区政法委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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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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37   (序号：160) 

姓名: 郭广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未央区大明宫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玄武路 59 号 大明宫派出所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38   (序号：161) 

姓名: 魏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未央区大明宫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玄武路 59 号 大明宫派出所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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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4539   (序号：162) 

姓名: 陈广玉 

职务: 刑侦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未央区大明宫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玄武路 59 号 大明宫派出所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40   (序号：163) 

姓名: 王超（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未央区大明宫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玄武路 59 号 大明宫派出所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41   (序号：164) 

姓名: 高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未央区大明宫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玄武路 59 号 大明宫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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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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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42   (序号：165) 

姓名: 牛舟 

职务: 驻所刑警二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未央区大明宫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玄武路 59 号 大明宫派出所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4543   (序号：166) 

姓名: 王华 

职务: 办案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未央区大明宫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玄武路 59 号 大明宫派出所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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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3 

编号: 126960   (序号：167) 

姓名: 刘云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公安分局 

       (区分局)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中山街 94 号 

       邮编: 7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撮劳-2020（第 0004 号）-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8 

编号: 126962   (序号：168) 

姓名: 张志军（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新兴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撮劳-2020（第 0004 号）-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8 

编号: 126963   (序号：169) 

姓名: 刘向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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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610 办) 陕西咸阳市渭城区渭阳东路 6 号 区委 4 楼 

       邮编: 7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撮劳-2020（第 0004 号）-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8 

编号: 126964   (序号：170) 

姓名: 郭小良 

职务: 扫黑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610 办) 陕西咸阳市渭城区渭阳东路 6 号 区委 4 楼 

       邮编: 7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撮劳-2020（第 0004 号）-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8 

编号: 126966   (序号：171) 

姓名: 安保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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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撮劳-2020（第 0004 号）-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8 

编号: 127132   (序号：172) 

姓名: 田望松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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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望松-2020（第 0018 号）-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86 

编号: 127133   (序号：173) 

姓名: 张军峰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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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望松-2020（第 0018 号）-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86 

编号: 127134   (序号：174) 

姓名: 卫文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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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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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望松-2020（第 0018 号）-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86 

编号: 127135   (序号：175) 

姓名: 袁小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望松-2020（第 0018 号）-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86 

编号: 127136   (序号：176) 

姓名: 左仓雄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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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望松-2020（第 0018 号）-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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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7137   (序号：177) 

姓名: 陈颖年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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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望松-2020（第 0018 号）-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86 

编号: 127138   (序号：178) 

姓名: 苏勤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政法委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西路 51 号 

       邮编:72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7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望松-2020（第 0018 号）-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86 

编号: 127139   (序号：179) 

姓名: 蔡伟妮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西路 51 号  县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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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2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望松-2020（第 0018 号）-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86 

编号: 127140   (序号：180) 

姓名: 甘春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望松-2020（第 0018 号）-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86 

编号: 127141   (序号：181) 

姓名: 金小鹏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望松-2020（第 0018 号）-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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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7144   (序号：182) 

姓名: 马永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益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望松-2020（第 0018 号）-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86 

编号: 127145   (序号：183) 

姓名: 景耀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政法委 

      地址 1：（市政法委、610 办）陕西省宝鸡市行政中心 1 号楼  

      邮编：721004 

       

      地址 2：（市委、市政法委、610 办）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 109 号 

      邮编：7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2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望松-2020（第 0018 号）-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86 

编号: 127147   (序号：184) 

姓名: 王栓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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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西兰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栓虎-2020（第 0022 号）- 陕西省咸阳市西兰路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28 

编号: 127148   (序号：185) 

姓名: 雷少伟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公安分局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长虹南路 9 号 

       邮编: 7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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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栓虎-2020（第 0022 号）- 陕西省咸阳市西兰路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28 

编号: 127149   (序号：186) 

姓名: 贠彦武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公安分局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长虹南路 9 号 

       邮编: 7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3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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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栓虎-2020（第 0022 号）- 陕西省咸阳市西兰路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28 

编号: 127150   (序号：187) 

姓名: 高生奇（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4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栓虎-2020（第 0022 号）- 陕西省咸阳市西兰路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28 

编号: 127151   (序号：188) 

姓名: 宋文伟 

职务: 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4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栓虎-2020（第 0022 号）- 陕西省咸阳市西兰路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28 

编号: 127152   (序号：189) 

姓名: 周丹超 

职务: 综治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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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4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栓虎-2020（第 0022 号）- 陕西省咸阳市西兰路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28 

编号: 127153   (序号：190) 

姓名: 马健龙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玉泉东路 8 号 

       邮编: 7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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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强-2020（第 004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11 

编号: 127154   (序号：191) 

姓名: 付强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玉泉东路 8 号 

       邮编: 7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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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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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强-2020（第 004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11 

编号: 127156   (序号：192) 

姓名: 杨涛（2）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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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强-2020（第 004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11 

编号: 127157   (序号：193) 

姓名: 安钢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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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强-2020（第 004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11 

编号: 127159   (序号：194) 

姓名: 孙书荣 

职务: 批捕科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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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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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强-2020（第 004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11 

编号: 127160   (序号：195) 

姓名: 李宁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强-2020（第 004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11 

编号: 127161   (序号：196) 

姓名: 魏凯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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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强-2020（第 004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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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7162   (序号：197) 

姓名: 周志雄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强-2020（第 004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11 

编号: 127163   (序号：198) 

姓名: 穆灵昶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6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强-2020（第 004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