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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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编号: 129674   (序号：1) 
姓名: 赵磊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南川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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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韦勇--2020（第 0165 号） -重庆市南川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63 

编号: 129675   (序号：2) 
姓名: 韦勇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南川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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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韦勇--2020（第 0165 号） -重庆市南川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63 

编号: 129676   (序号：3) 
姓名: 何凯 
职务: 立案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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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南川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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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韦勇--2020（第 0165 号） -重庆市南川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63 

编号: 129677   (序号：4) 
姓名: 邹威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垫江县公安局 
      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工农路 155 号  垫江县公安局   
       邮编： 408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0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韦勇--2020（第 0165 号） -重庆市南川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63 

编号: 129776   (序号：5) 
姓名: 陈胜德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万州区政法委 
      重庆市万州区江南新区江南大道 1 号   万州区政法委  
       邮编：40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7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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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振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3 

编号: 129777   (序号：6) 
姓名: 刘峰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 
      重庆市万州区百安大道中段     万州区检察院   
       邮编：4041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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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振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3 

编号: 129778   (序号：7) 
姓名: 熊万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万州区看守所 
      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黑龙江路 252 号  万州区看守所  
       邮编：4041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振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3 

编号: 130800   (序号：8) 
姓名: 胡明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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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公安局 
      重庆市渝北区黄龙路 555 号 重庆市公安局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志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0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贵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2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1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廖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6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大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1 

编号: 130801   (序号：9) 
姓名: 龚思南 
职务: 国保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长寿区桃花新城桃源大道 1 号   长寿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2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志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0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廖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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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803   (序号：10) 
姓名: 刘璐 
职务: 警察（办案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双龙镇派出所 
      重庆市长寿区双龙镇龙富街 61 号   双龙镇派出所  
       邮编：4012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0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志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0 

编号: 130804   (序号：11) 
姓名: 柳德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法院 
      重庆市长寿区桃源大道 21 号     长寿区法院  
       邮编：4012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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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志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0 

编号: 130805   (序号：12) 
姓名: 罗庆勇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法院 
      重庆市长寿区桃源大道 21 号     长寿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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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012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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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志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0 

编号: 130806   (序号：13) 
姓名: 郭蒙政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法院 
      重庆市长寿区桃源大道 21 号     长寿区法院  
       邮编：4012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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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志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0 

编号: 130807   (序号：14) 
姓名: 龚森平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检察院 
      重庆市长寿区菩提街道民兴路 101 号   长寿区检察院   
       邮编：4012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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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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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志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0 

编号: 130808   (序号：15) 
姓名: 黄娅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重庆市江北区金港新区 28 号   江北区法院   
       邮编：40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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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志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50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1 

编号: 130890   (序号：16) 
姓名: 阳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津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区 610）重庆市江津区滨江大道中段 60 号 
       邮编：402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6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贵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2 

编号: 130891   (序号：17) 
姓名: 成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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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派出所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镇德感正街 78 号  德感派出所  
       邮编：4022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贵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2 

编号: 130892   (序号：18) 
姓名: 刘贵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派出所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镇德感正街 78 号  德感派出所  
       邮编：4022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贵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2 

编号: 130893   (序号：19) 
姓名: 谭季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派出所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镇德感正街 78 号  德感派出所  
       邮编：4022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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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贵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2 

编号: 130894   (序号：20) 
姓名: 程珠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派出所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镇德感正街 78 号  德感派出所  
       邮编：4022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贵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2 

编号: 130895   (序号：21) 
姓名: 唐晓凤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派出所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镇德感正街 78 号  德感派出所  
       邮编：4022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贵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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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896   (序号：22) 
姓名: 付向利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派出所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镇德感正街 78 号  德感派出所  
       邮编：4022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贵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2 

编号: 130897   (序号：23) 
姓名: 朱小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派出所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镇德感正街 78 号  德感派出所  
       邮编：40228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41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贵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2 

编号: 130898   (序号：24) 
姓名: 杨建新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火炬大道 15 号    九龙坡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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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0003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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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贵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2 

编号: 130899   (序号：25) 
姓名: 谢伯萍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火炬大道 15 号    九龙坡区法院    
       邮编：40003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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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贵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2 

编号: 130900   (序号：26) 
姓名: 李晶晶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火炬大道 15 号    九龙坡区法院    
       邮编：40003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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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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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贵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2 

编号: 131043   (序号：27) 
姓名: 黄美松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检察院 
      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镇 桐梓县检察院   
       邮编：56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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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1 

编号: 131044   (序号：28) 
姓名: 周德胜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检察院 
      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镇 桐梓县检察院   
       邮编：56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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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1 

编号: 131046   (序号：29) 
姓名: 周延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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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法院 
      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镇灯塔路  桐梓县法院   
       邮编：56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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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1 

编号: 131047   (序号：30) 
姓名: 文彦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法院 
      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镇灯塔路  桐梓县法院   
       邮编：56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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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华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41 

编号: 131048   (序号：31) 
姓名: 张浩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渡舟派出所 
      重庆市长寿区渡舟街道渡中路 12 号   渡舟镇派出所   
       邮编：401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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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廖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6 

编号: 131049   (序号：32) 
姓名: 樊广川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渡舟派出所 
      重庆市长寿区渡舟街道渡中路 12 号   渡舟镇派出所   
       邮编：401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0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廖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6 

编号: 131050   (序号：33) 
姓名: 李凯华 
职务: 公诉人、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 
      重庆市江北区金港新区 29 号  江北区检察院   
       邮编：40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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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廖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6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懿 --2021（第 074 号）-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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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051   (序号：34) 
姓名: 陶博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重庆市江北区金港新区 28 号   江北区法院   
       邮编：40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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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廖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6 

编号: 131052   (序号：35) 
姓名: 黄潇肖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重庆市江北区金港新区 28 号   江北区法院   
       邮编：40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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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廖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16 

编号: 131972   (序号：36) 
姓名: 刘懿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重庆市江北区金港新区 28 号   江北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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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0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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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懿 --2021（第 074 号）-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8 

编号: 131973   (序号：37) 
姓名: 刘作诗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八颗派出所 
      重庆市长寿区八颗镇    八颗派出所   
       邮编：4012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3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懿 --2021（第 074 号）-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8 

编号: 131974   (序号：38) 
姓名: 邓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八颗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长寿区八颗镇 莲花街 26 号 
       邮编: 4012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0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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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懿 --2021（第 074 号）-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8 

编号: 131975   (序号：39) 
姓名: 刘洪英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八颗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长寿区八颗镇 莲花街 26 号 
       邮编: 4012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0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懿 --2021（第 074 号）-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8 

编号: 131976   (序号：40) 
姓名: 李果 
职务: 政法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八颗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长寿区八颗镇 莲花街 26 号 
       邮编: 4012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0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懿 --2021（第 074 号）-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8 

编号: 132242   (序号：41) 
姓名: 谢林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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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巫溪县文峰派出所  
      重庆市巫溪县文峰镇文化街 35 号 文峰派出所  
       邮编：4058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大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1 

编号: 132243   (序号：42) 
姓名: 杨译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开州区检察院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镇新盛街 14 号  开州区检察院  
       邮编：40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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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大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1 

编号: 132244   (序号：43) 
姓名: 任泽东 
职务: 公诉人（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开州区检察院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镇新盛街 14 号  开州区检察院  
       邮编：40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1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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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大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1 

编号: 132245   (序号：44) 
姓名: 彭贵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开州区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 7 号  开州区法院   
       邮编：40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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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大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1 

编号: 132246   (序号：45) 
姓名: 谭术明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开州区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 7 号  开州区法院   
       邮编：40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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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大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1 

编号: 132247   (序号：46) 
姓名: 林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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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开州区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 7 号  开州区法院   
       邮编：40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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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大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1 

编号: 132248   (序号：47) 
姓名: 李远光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开州区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 7 号  开州区法院   
       邮编：40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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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大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1 

编号: 132249   (序号：48) 
姓名: 李星灿 
职务: 审判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开州区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 7 号  开州区法院   
       邮编：40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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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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大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1 

编号: 132250   (序号：49) 
姓名: 李平（2） 
职务: 审判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 
      重庆渝中区大溪沟人民路 13 号  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  
       邮编：40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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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大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1 

编号: 132251   (序号：50) 
姓名: 余梅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 
      重庆渝中区大溪沟人民路 13 号  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  
       邮编：40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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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大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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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361   (序号：51) 
姓名: 吴斌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派出所 
      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龙山大道  龙山派出所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5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斌--2021（第 097 号）-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龙山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2 

编号: 132362   (序号：52) 
姓名: 唐密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渝北区政法委 
      (区委 政法委）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义学路 64 号 
       邮编：4011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7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斌--2021（第 097 号）-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龙山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2 

编号: 132363   (序号：53) 
姓名: 刘兵 
职务: 检察一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 
      重庆市渝北区两路龙平支街 3 号 渝北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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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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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斌--2021（第 097 号）-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龙山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2 

 


	责任人 - 地区: 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