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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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责任人 - 地区: 甘肃;  

编号: 129228   (序号：1) 
姓名: 赵建颖 
职务: 国保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公安局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红园路 11 号  临夏州公安局  
       邮编：7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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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建颖-2020（第 0144 号）-甘肃省临夏州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文杰 --2021（第 044 号）-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70 

编号: 129229   (序号：2) 
姓名: 李辉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公安局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红园路 11 号  临夏州公安局  
       邮编：7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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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建颖-2020（第 0144 号）-甘肃省临夏州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0 

追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予杰、陈永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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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231   (序号：3) 
姓名: 周晓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公安局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东城区北滨河东路  临夏市公安局 
        邮编：7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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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建颖-2020（第 0144 号）-甘肃省临夏州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0 

追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予杰、陈永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7 

编号: 129233   (序号：4) 
姓名: 马义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看守所 
      甘肃省临夏市北滨河东路 111 号 临夏市看守所 
       邮编：7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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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建颖-2020（第 0144 号）-甘肃省临夏州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0 

编号: 129326   (序号：5) 
姓名: 陈涛（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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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政法委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 500 号    安宁区政法委  
       邮编：7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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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0 

编号: 129327   (序号：6) 
姓名: 夏华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政法委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 500 号    安宁区政法委  
       邮编：7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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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0 

编号: 129328   (序号：7) 
姓名: 杨军 
职务: 安宁区分局局长、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公安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银安路 539 号    安宁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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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玉玲-2021（第 004 号）-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9 

编号: 129329   (序号：8) 
姓名: 杨衍俊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公安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银安路 539 号    安宁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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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0 

编号: 129331   (序号：9) 
姓名: 李晨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 838 号    刘家堡派出所   
       邮编：7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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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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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333   (序号：10) 
姓名: 李静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居民社区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街道刘家堡城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邮编：7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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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0 

编号: 129334   (序号：11) 
姓名: 罗国霞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居民社区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街道刘家堡城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邮编：7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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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玉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0 

编号: 130208   (序号：12) 
姓名: 陈漠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大沙坪砂坪村 666 号   关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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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3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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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亢渊博-2020（第 0187 号）-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雁西路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05 

编号: 130209   (序号：13) 
姓名: 彭延嘉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大沙坪砂坪村 666 号   关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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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亢渊博-2020（第 0187 号）-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雁西路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05 

编号: 130210   (序号：14) 
姓名: 邓小兵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大沙坪砂坪村 666 号   关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6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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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亢渊博-2020（第 0187 号）-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雁西路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05 

编号: 130211   (序号：15) 
姓名: 张文（4）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大沙坪砂坪村 666 号   关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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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亢渊博-2020（第 0187 号）-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雁西路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05 

编号: 130589   (序号：16) 
姓名: 杨玉玲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3030 号    城关区检察院   
       邮编：7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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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玉玲-2021（第 004 号）-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9 

编号: 130590   (序号：17) 
姓名: 王龙（2）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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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3030 号    城关区检察院   
       邮编：7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7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玉玲-2021（第 004 号）-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9 

编号: 130592   (序号：18) 
姓名: 李培俊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开发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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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玉玲-2021（第 004 号）-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9 

编号: 130593   (序号：19) 
姓名: 翟鹏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开发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9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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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玉玲-2021（第 004 号）-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9 

编号: 130595   (序号：20) 
姓名: 龚检钧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孔家崖街道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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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玉玲-2021（第 004 号）-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9 

编号: 130596   (序号：21) 
姓名: 赵学燕 
职务: 科苑社区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孔家崖街道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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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玉玲-2021（第 004 号）-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9 

编号: 130597   (序号：22) 
姓名: 王丽娟（2） 
职务: 科苑社区办事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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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孔家崖街道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94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玉玲-2021（第 004 号）-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9 

编号: 131339   (序号：23) 
姓名: 张承平 
职务: 临夏州公安局局长、原金昌市公安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公安局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红园路 11 号  临夏州公安局  
       邮编：7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74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上海路   金昌市公安局   
       邮编：737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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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毛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1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文杰 --2021（第 044 号）-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70 

追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予杰、陈永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7 

编号: 131340   (序号：24) 
姓名: 杨慧国 
职务: 局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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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公安分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北京路 136 号  龙首公安分局   
       邮编︰737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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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毛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10 

编号: 131572   (序号：25) 
姓名: 赵文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韩集镇双城莲花路  临夏县公安局  
       邮编：73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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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文杰 --2021（第 044 号）-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70 

追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春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7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祁永胜 --2021（第 116 号）-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3 

追查甘肃省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宗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5 

编号: 131573   (序号：26) 
姓名: 苏宏伟 
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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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临夏州公安局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红园路 11 号  临夏州公安局  
       邮编：7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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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文杰 --2021（第 044 号）-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70 

追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予杰、陈永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7 

编号: 131574   (序号：27) 
姓名: 李云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政法委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双城临夏县统办楼  临夏县委政法委 
       邮编：73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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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文杰 --2021（第 044 号）-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70 

追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春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7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祁永胜 --2021（第 116 号）-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3 

追查甘肃省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宗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5 

编号: 131575   (序号：28) 
姓名: 张生喜 
职务: 所长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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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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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看守所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韩集镇前街 16 号  临夏县看守所  
       邮编：73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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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文杰 --2021（第 044 号）-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70 

编号: 131576   (序号：29) 
姓名: 胡焯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政法委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 932 号  
      邮编：73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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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文杰 --2021（第 044 号）-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70 

编号: 132014   (序号：30) 
姓名: 谢军惠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新集镇派出所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新集镇   新集镇派出所 
       邮编：73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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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春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79 

编号: 132015   (序号：31) 
姓名: 朱志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检察院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双城街道  临夏县检察院 
       邮编：73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6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春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79 

追查甘肃省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宗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5 

编号: 132016   (序号：32) 
姓名: 马玉祥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法院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韩集镇双城村  临夏县法院 
       邮编：73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5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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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贾春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79 

追查甘肃省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宗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5 

编号: 132321   (序号：33) 
姓名: 魏贺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政法委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红园路  临夏州政法委 
       邮编：7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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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予杰、陈永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7 

编号: 132322   (序号：34) 
姓名: 赵健英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公安局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红园路 11 号  临夏州公安局  
       邮编：7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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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予杰、陈永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7 

编号: 132325   (序号：35) 
姓名: 马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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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法院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东城区北滨河东路  临夏市法院  
       邮编：7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2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予杰、陈永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7 

编号: 132769   (序号：36) 
姓名: 祁永胜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韩集镇双城莲花路  临夏县公安局  
       邮编：73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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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祁永胜 --2021（第 116 号）-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3 

编号: 132771   (序号：37) 
姓名: 吴国保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看守所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韩集镇前街 16 号  临夏县看守所  
       邮编：73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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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祁永胜 --2021（第 116 号）-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53 

编号: 132847   (序号：38) 
姓名: 艾龙远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滨河路派出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金川西路 29 号  
       邮编：737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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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晓刚 --2021（第 123 号）-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6 

编号: 132849   (序号：39) 
姓名: 袁新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滨河路街道龙津里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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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晓刚 --2021（第 123 号）-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6 

编号: 132850   (序号：40) 
姓名: 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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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社区楼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滨河路街道龙津里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48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晓刚 --2021（第 123 号）-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6 

编号: 132852   (序号：41) 
姓名: 胡宏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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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晓刚 --2021（第 123 号）-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6 

编号: 132871   (序号：42) 
姓名: 田世忠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公安局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西大街 5 号（11 号） 
       邮编︰7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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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世忠 --2021（第 126 号）-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2 

编号: 132872   (序号：43) 
姓名: 雷小宁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公安局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西大街 5 号（11 号） 
       邮编︰7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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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世忠 --2021（第 126 号）-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2 

编号: 132874   (序号：44) 
姓名: 叶兴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朱王堡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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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世忠 --2021（第 126 号）-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2 

编号: 132876   (序号：45) 
姓名: 郭发鹏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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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朱王堡镇司法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世忠 --2021（第 126 号）-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2 

编号: 132877   (序号：46) 
姓名: 魏杰锐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政法委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城关镇西  县政法委 
       邮编: 7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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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世忠 --2021（第 126 号）-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2 

编号: 132999   (序号：47) 
姓名: 董兆吉 
职务: 六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天水监狱 
      甘肃天水市秦城区建设路 196 号  甘肃省天水监狱 
       邮编：74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0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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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宗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5 

编号: 133000   (序号：48) 
姓名: 李涛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天水监狱 
      甘肃天水市秦城区建设路 196 号  甘肃省天水监狱 
       邮编：74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0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临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宋宗孝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5 

 


	1.1 责任人 - 地区: 甘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