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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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编号: 128562   (序号：1) 
姓名: 王殷利，王殿利 (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同德路 105 号  红旗街派出所  
       邮编：1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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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殿利-2020（第 0110 号）-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红旗街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58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7 

编号: 128563   (序号：2) 
姓名: 孙凯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西民主大街 645 号    朝阳公安分局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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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殿利-2020（第 0110 号）-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红旗街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58 

编号: 128564   (序号：3) 
姓名: 马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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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政法委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民大街 2626 号   长春市政法委  
       邮编：1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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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殿利-2020（第 0110 号）-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红旗街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58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军--2020（第 0126 号）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3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6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爱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5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9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栋 - -2021（第 009 号）-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39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桂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9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6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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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8609   (序号：4) 
姓名: 冯光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司法局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中兴街 105 号，  昌邑区司法局  
       邮编：13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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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07 

编号: 128610   (序号：5) 
姓名: 杨颖 
职务: 办案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检察院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松江东路 87 号   昌邑区检察院  
       邮编：13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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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07 

编号: 128611   (序号：6) 
姓名: 车娜 
职务: 办案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解放西路 345 号    船营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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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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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07 

编号: 128612   (序号：7) 
姓名: 王慧鸣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法院 
      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路与解放西路交汇处西侧     船营区法院  
       邮编：132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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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胡玉兰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07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3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宿明英、尼玉仙、刘圣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6 

追查吉林省舒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兆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9 

编号: 128634   (序号：8) 
姓名: 段于建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 
      地址 1：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大街 4456 号   辽源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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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136200 
        
       地址 2：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康宁大街 111 号  辽源市公安局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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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段于建-2020（第 0119 号）-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3 

编号: 128635   (序号：9) 
姓名: 徐兴波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向阳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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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段于建-2020（第 0119 号）-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3 

编号: 128636   (序号：10) 
姓名: 李杰（3）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向阳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4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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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段于建-2020（第 0119 号）-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3 

编号: 128637   (序号：11) 
姓名: 付洪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南康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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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段于建-2020（第 0119 号）-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3 

编号: 128638   (序号：12) 
姓名: 陈瑞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政法委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东吉大路 23 号  市政法委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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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段于建-2020（第 0119 号）-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33 

编号: 128682   (序号：13) 
姓名: 张德宽 
职务: 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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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政法委 
      (县委、政法委) 吉林省农安县农安镇兴华路 325 号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5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志清-2020（第 0171 号） -吉林省德惠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44 

编号: 128683   (序号：14) 
姓名: 张树文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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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志清-2020（第 0171 号） -吉林省德惠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44 

编号: 128684   (序号：15) 
姓名: 隋殿民 
职务: 国保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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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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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编号: 128685   (序号：16) 
姓名: 于柏祥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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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编号: 128686   (序号：17) 
姓名: 魏巍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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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编号: 128687   (序号：18) 
姓名: 王航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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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编号: 128688   (序号：19) 
姓名: 张博（2）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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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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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8689   (序号：20) 
姓名: 陈国辉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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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编号: 128690   (序号：21) 
姓名: 魏民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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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编号: 128691   (序号：22) 
姓名: 窦建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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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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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编号: 128692   (序号：23) 
姓名: 王凤玲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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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编号: 128693   (序号：24) 
姓名: 赵兴武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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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编号: 128694   (序号：25) 
姓名: 官百辉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德彪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中兴街与黄龙路交叉口西 100 米    德彪派出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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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编号: 128695   (序号：26) 
姓名: 王占良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黄龙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古城街东   黄龙派出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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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编号: 128696   (序号：27) 
姓名: 陈洪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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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宝塔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新龙华城     宝塔派出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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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编号: 128777   (序号：28) 
姓名: 李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义和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长庆街 950 号    义和路派出所   
       邮编：1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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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军--2020（第 0126 号）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3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6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9 

编号: 128779   (序号：29) 
姓名: 徐福民（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春城大街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创业大街 188 号   春城大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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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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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军--2020（第 0126 号）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3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剑锷-2020（第 0146 号）-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和平大街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6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桂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9 

编号: 128780   (序号：30) 
姓名: 马丽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757 号     朝阳区检察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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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军--2020（第 0126 号）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3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6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9 

编号: 128818   (序号：31) 
姓名: 高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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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义和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长庆街 950 号    义和路派出所   
       邮编：1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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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6 

编号: 128819   (序号：32) 
姓名: 于泽多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义和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长庆街 950 号    义和路派出所   
       邮编：1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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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6 

编号: 128820   (序号：33) 
姓名: 陈重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义和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长庆街 950 号    义和路派出所   
       邮编：1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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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6 

编号: 128821   (序号：34) 
姓名: 王达时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义和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长庆街 950 号    义和路派出所   
       邮编：1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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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6 

编号: 128822   (序号：35) 
姓名: 于海滨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义和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长庆街 950 号    义和路派出所   
       邮编：1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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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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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8823   (序号：36) 
姓名: 郭立庆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757 号     朝阳区检察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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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6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爱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5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9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栋 - -2021（第 009 号）-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39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桂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9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6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7 

编号: 128824   (序号：37) 
姓名: 王亚南 
职务: 刑事庭主审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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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755 号  朝阳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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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6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6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7 

编号: 128825   (序号：38) 
姓名: 姜辉（1）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755 号  朝阳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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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6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9 

编号: 128826   (序号：39) 
姓名: 张凡（3）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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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755 号  朝阳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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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6 

编号: 128827   (序号：40) 
姓名: 魏东岩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政法委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 5379 号   二道区政法委   
       邮编：1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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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爱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碧辉-2020（第 0140 号）-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三道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扬--2021（第 109 号）-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96 

编号: 128828   (序号：41) 
姓名: 王喜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 1571 号      二道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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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0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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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爱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碧辉-2020（第 0140 号）-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三道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扬--2021（第 109 号）-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96 

编号: 128829   (序号：42) 
姓名: 冯永信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 1571 号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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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爱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碧辉-2020（第 0140 号）-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三道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0 

编号: 128830   (序号：43) 
姓名: 孙继宗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八里堡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迁安路 119 号  八里堡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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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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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爱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扬--2021（第 109 号）-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96 

编号: 128831   (序号：44) 
姓名: 李文远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八里堡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迁安路 119 号  八里堡派出所  
       邮编：13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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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爱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5 

编号: 128832   (序号：45) 
姓名: 刘扬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757 号     朝阳区检察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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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爱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扬--2021（第 109 号）-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96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6 

编号: 128919   (序号：46) 
姓名: 杨少秋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长春路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长春路    长春路派出所  
       邮编：1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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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少秋--2020（第 0131 号） -吉林省吉林市长春路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8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薛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2 

编号: 128920   (序号：47) 
姓名: 王权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长春路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长春路    长春路派出所  
       邮编：1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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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少秋--2020（第 0131 号） -吉林省吉林市长春路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8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薛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2 

编号: 128952   (序号：48) 
姓名: 李富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政法委 
      （市委、政法委、“610 办公室”）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北京路 86 号 
      邮编：132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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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艳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2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金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0 

追查吉林省舒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兆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9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春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3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4 

编号: 128954   (序号：49) 
姓名: 王大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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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兴华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兴华派出所  
       邮编︰1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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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艳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2 

编号: 128955   (序号：50) 
姓名: 仲继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兴华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兴华派出所  
       邮编︰1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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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艳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2 

编号: 128956   (序号：51) 
姓名: 沙成金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兴华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兴华派出所  
       邮编︰1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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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艳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2 

编号: 128957   (序号：52) 
姓名: 张琳 
职务: 公诉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检察院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松江东路 87 号   昌邑区检察院  
       邮编：13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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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艳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2 

编号: 128958   (序号：53) 
姓名: 徐明月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解放西路 345 号    船营区检察院   
       邮编：1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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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齐艳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2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金敏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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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041   (序号：54) 
姓名: 曲凤杰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法院 
      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路与解放西路交汇处西侧     船营区法院  
       邮编：132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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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3 

编号: 129042   (序号：55) 
姓名: 徐妍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法院 
      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路与解放西路交汇处西侧     船营区法院  
       邮编：132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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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3 

编号: 129043   (序号：56) 
姓名: 闫俊辰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法院 
      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路与解放西路交汇处西侧     船营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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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2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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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3 

编号: 129044   (序号：57) 
姓名: 何永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公安局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吉桦路 1399 号   永吉县公安局    
       邮编：13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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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3 

编号: 129045   (序号：58) 
姓名: 田波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公安局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吉桦路 1399 号   永吉县公安局    
       邮编：13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4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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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3 

编号: 129046   (序号：59) 
姓名: 祝光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公安局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吉桦路 1399 号   永吉县公安局    
       邮编：13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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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3 

编号: 129047   (序号：60) 
姓名: 刘杰（3）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公安局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吉桦路 1399 号   永吉县公安局    
       邮编：13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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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3 

编号: 129048   (序号：61) 
姓名: 耿长顺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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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公安局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吉桦路 1399 号   永吉县公安局    
       邮编：13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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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3 

编号: 129050   (序号：62) 
姓名: 金世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黄榆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黄榆乡  黄榆派出所   
       邮编：1322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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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3 

编号: 129053   (序号：63) 
姓名: 苗鸿雁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看守所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吉桦路   永吉县看守所  
       邮编：13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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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3 

编号: 129054   (序号：64) 
姓名: 肖金宏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看守所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吉桦路   永吉县看守所  
       邮编：13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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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3 

编号: 129083   (序号：65) 
姓名: 杨宝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政法委 
      吉林省吉林市吉林省长春市和平大街 2288 号  绿园区政府办公楼  
       邮编：13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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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9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剑锷-2020（第 0146 号）-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和平大街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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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桂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9 

编号: 129165   (序号：66) 
姓名: 郑碧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三道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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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碧辉-2020（第 0140 号）-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三道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0 

编号: 129166   (序号：67) 
姓名: 于浩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三道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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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碧辉-2020（第 0140 号）-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三道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0 

编号: 129167   (序号：68) 
姓名: 冯新龙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 1571 号      二道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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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0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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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碧辉-2020（第 0140 号）-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三道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0 

编号: 129219   (序号：69) 
姓名: 董延斌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公安局 
      吉林省延边自治州龙井市龙和路 777 号 龙井市公安局 
       邮编：133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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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龙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明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1 

编号: 129252   (序号：70) 
姓名: 曹剑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和平大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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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剑锷-2020（第 0146 号）-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和平大街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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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253   (序号：71) 
姓名: 王永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和平大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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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剑锷-2020（第 0146 号）-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和平大街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6 

编号: 129255   (序号：72) 
姓名: 战维忠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四间房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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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剑锷-2020（第 0146 号）-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和平大街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36 

编号: 129634   (序号：73) 
姓名: 谷舞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检察院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松柏路 2 号  市检察院 
      邮编 :130300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光明街  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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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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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谷舞 --2020（第 0162 号） -吉林省德惠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志清-2020（第 0171 号） -吉林省德惠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44 

编号: 129635   (序号：74) 
姓名: 李海菠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松柏路 38 号  
       邮编 : 130300 
        
       吉林省德惠市公安局看守所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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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谷舞 --2020（第 0162 号） -吉林省德惠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4 

编号: 129636   (序号：75) 
姓名: 国英波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松柏路 38 号  
       邮编 : 130300 
        
       吉林省德惠市公安局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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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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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谷舞 --2020（第 0162 号） -吉林省德惠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4 

编号: 129638   (序号：76) 
姓名: 吕建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政法委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惠路 54 号  德惠市政法委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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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谷舞 --2020（第 0162 号） -吉林省德惠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4 

编号: 129639   (序号：77) 
姓名: 刘国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长春路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长春路    长春路派出所  
       邮编：1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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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薛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2 

编号: 129640   (序号：78) 
姓名: 钱昆 
职务: 批捕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解放西路 345 号    船营区检察院   
       邮编：1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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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薛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2 

编号: 129641   (序号：79) 
姓名: 成月 
职务: 批捕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解放西路 345 号    船营区检察院   
       邮编：1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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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薛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2 

编号: 129736   (序号：80) 
姓名: 尹健（2）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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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公安分局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海明东路 125 号    洮北公安分局  
       邮编：1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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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白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臧中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20 

编号: 129847   (序号：81) 
姓名: 王志清（2）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检察院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松柏路 2 号  市检察院 
      邮编 :130300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光明街  市检察院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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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志清-2020（第 0171 号） -吉林省德惠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44 

编号: 130088   (序号：82) 
姓名: 于化龙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白山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小白山乡  白山派出所  
       邮编：1321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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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宿明英、尼玉仙、刘圣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6 

编号: 130089   (序号：83) 
姓名: 刘仕刚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同德路 105 号  红旗街派出所  
       邮编：1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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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7 

编号: 130090   (序号：84) 
姓名: 刘宏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同德路 105 号  红旗街派出所  
       邮编：1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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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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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809   (序号：85) 
姓名: 吴强（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松原市公安局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沿江东路 2777 号  松原市公安局  
       邮编：13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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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庆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59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8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丽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7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6 

编号: 130810   (序号：86) 
姓名: 孙向锋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公安局 
      吉林省扶余市太祖路  扶余市公安局  
       邮编：13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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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庆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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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811   (序号：87) 
姓名: 栾柯奇 
职务: 常务副局长（分管国保大队、看守所）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公安局 
      吉林省扶余市太祖路  扶余市公安局  
       邮编：13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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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庆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59 

编号: 130812   (序号：88) 
姓名: 谭猛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检察院 
      吉林省扶余市三岔河镇春华路   扶余市检察院  
       邮编：13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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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庆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59 

编号: 130813   (序号：89) 
姓名: 邬金瓯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第二监狱（吉林省吉林监狱）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军民路 1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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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2012 
        
       通信地址：吉林省吉林市 315 信箱  吉林监狱      
       邮编：1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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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庆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59 

编号: 130841   (序号：90) 
姓名: 张晶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757 号     朝阳区检察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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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栋 - -2021（第 009 号）-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39 

编号: 130843   (序号：91) 
姓名: 蔡亮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自由大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立信街 2666 号  自由大路派出所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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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栋 - -2021（第 009 号）-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39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6 

编号: 130875   (序号：92) 
姓名: 杨文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政法委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中华东路      伊通县政法委    
        邮编：13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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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维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5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宏艳 --2021（第 029 号）-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33 

编号: 130876   (序号：93) 
姓名: 王建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公安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中华西路 40 号   伊通县公安局   
       邮编：13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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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维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5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宏艳 --2021（第 029 号）-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33 

编号: 130877   (序号：94) 
姓名: 王久清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公安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中华西路 40 号   伊通县公安局   
       邮编：13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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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维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5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宏艳 --2021（第 029 号）-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33 

编号: 130878   (序号：95) 
姓名: 王鹏（2）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检察院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库仑大路  伊通县检察院  
       邮编：13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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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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维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5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宏艳 --2021（第 029 号）-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33 

编号: 130879   (序号：96) 
姓名: 王小波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检察院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库仑大路  伊通县检察院  
       邮编：13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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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维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5 

编号: 130880   (序号：97) 
姓名: 李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看守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   伊通县看守所  
       邮编：13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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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维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5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8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宏艳 --2021（第 029 号）-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33 

编号: 130963   (序号：98) 
姓名: 刘晓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人民大街 735 号   柳河县公安分局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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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孙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1 

追查吉林省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4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邢德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6 

编号: 130964   (序号：99) 
姓名: 姜辉（2），姜正辉 (音)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人民大街 735 号   柳河县公安分局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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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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孙群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31 

追查吉林省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4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邢德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6 

编号: 131215   (序号：100) 
姓名: 郭文书 
职务: 检察官、办案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检察院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库仑大路  伊通县检察院  
       邮编：13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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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8 

编号: 131216   (序号：101) 
姓名: 张宏彦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院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伊通镇库仑大路   伊通县法院  
       邮编：13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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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08 

编号: 131229   (序号：102) 
姓名: 张鹏飞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春城大街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创业大街 188 号   春城大街派出所  
       邮编：13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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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桂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39 

编号: 131251   (序号：103) 
姓名: 刘波（3）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检察院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库仑大路  伊通县检察院  
       邮编：13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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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宏艳 --2021（第 029 号）-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33 

编号: 131252   (序号：104) 
姓名: 江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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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公安局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中华西路 40 号   伊通县公安局   
       邮编：13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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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宏艳 --2021（第 029 号）-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33 

编号: 131253   (序号：105) 
姓名: 王世清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政法委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中华东路      伊通县政法委    
        邮编：13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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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宏艳 --2021（第 029 号）-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33 

编号: 131254   (序号：106) 
姓名: 都春峰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政法委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中华东路      伊通县政法委    
        邮编：130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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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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宏艳 --2021（第 029 号）-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33 

编号: 131378   (序号：107) 
姓名: 兰星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中华大街 1369 号 柳河县检察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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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兰星 --2021（第 038 号）-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8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1380   (序号：108) 
姓名: 孟若萍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检察院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团结路 1259 号  通化县检察院  
       邮编：13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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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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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兰星 --2021（第 038 号）-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8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1381   (序号：109) 
姓名: 赵彦斌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检察院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团结路 1259 号  通化县检察院  
       邮编：13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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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兰星 --2021（第 038 号）-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8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1382   (序号：110) 
姓名: 李宗原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检察院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团结路 1259 号  通化县检察院  
       邮编：13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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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兰星 --2021（第 038 号）-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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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1384   (序号：111) 
姓名: 马文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派出所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  快大茂派出所  
       邮编：13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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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兰星 --2021（第 038 号）-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8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1385   (序号：112) 
姓名: 白玉玺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派出所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  快大茂派出所  
       邮编：13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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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兰星 --2021（第 038 号）-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8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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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386   (序号：113) 
姓名: 赵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派出所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  快大茂派出所  
       邮编：13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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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兰星 --2021（第 038 号）-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8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1387   (序号：114) 
姓名: 朱文鑫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公安局 
      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镇同德路 1399 号 通化县公安局 
       邮编：1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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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兰星 --2021（第 038 号）-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8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1388   (序号：115) 
姓名: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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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公安局 
      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镇同德路 1399 号 通化县公安局 
       邮编：1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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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兰星 --2021（第 038 号）-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8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1389   (序号：116) 
姓名: 林洪飞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公安局 
      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镇同德路 1399 号 通化县公安局 
       邮编：1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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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兰星 --2021（第 038 号）-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8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1390   (序号：117) 
姓名: 朴渊 
职务: 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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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政法委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团结路 557 号 通化县政法委  
       邮编：1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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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兰星 --2021（第 038 号）-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8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1565   (序号：118) 
姓名: 刘俊鹏（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双河镇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双河镇   双河镇派出所  
       邮编：1322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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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文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0 

编号: 131566   (序号：119) 
姓名: 邢红梅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政法委 
      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福安街人民路 233 号  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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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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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文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0 

编号: 131567   (序号：120) 
姓名: 周波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公安局 
      吉林省磐石市开发区阜康大路 558 号   磐石市公安局  
       邮编：13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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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文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0 

编号: 131568   (序号：121) 
姓名: 巩怀国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烟筒山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烟筒山镇  烟筒山派出所    
       邮编：1323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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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文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0 

编号: 131569   (序号：122) 
姓名: 胡海峰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烟筒山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烟筒山镇  烟筒山派出所    
       邮编：1323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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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文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0 

编号: 131688   (序号：123) 
姓名: 侯洋，侯阳 (音) 
职务: 法官、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舒兰大街 5449 号    舒兰市法院  
       邮编：1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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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4 

编号: 131689   (序号：124) 
姓名: 孙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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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检察院 
      吉林市舒兰市滨河大街 1515 号  舒兰市检察院 
       邮编：1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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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追查吉林省舒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兆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9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4 

编号: 131690   (序号：125) 
姓名: 甄春雷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检察院 
      吉林市舒兰市滨河大街 1515 号  舒兰市检察院 
       邮编：1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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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编号: 131692   (序号：126) 
姓名: 房世友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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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白石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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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编号: 131693   (序号：127) 
姓名: 卢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白石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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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编号: 131694   (序号：128) 
姓名: 罗苧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白石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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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编号: 131695   (序号：129) 
姓名: 董凌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白石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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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编号: 131696   (序号：130) 
姓名: 丁永生 
职务: 协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白石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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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编号: 131698   (序号：131) 
姓名: 于洋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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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森林公安局白石山森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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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编号: 131699   (序号：132) 
姓名: 刘洪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松江派出所 
      吉林省蛟河市松江镇  松江派出所 
      邮编：1325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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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编号: 131700   (序号：133) 
姓名: 李景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松江派出所 
      吉林省蛟河市松江镇  松江派出所 
      邮编：1325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9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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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编号: 131701   (序号：134) 
姓名: 任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公安局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永安路 9 号  蛟河市公安局 
       邮编：13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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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4 

编号: 131702   (序号：135) 
姓名: 李建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公安局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永安路 9 号  蛟河市公安局 
       邮编：13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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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编号: 131704   (序号：136) 
姓名: 张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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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治保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白石山镇永青村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03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侯阳--2021（第 052 号）-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67 

编号: 131931   (序号：137) 
姓名: 武迎春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公安局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舒兰大街 4529 号    舒兰市公安局    
       邮编：1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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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舒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兆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9 

编号: 131932   (序号：138) 
姓名: 肖跃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特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特镇街内  法特镇派出所 
       邮编：13261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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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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舒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兆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9 

编号: 131934   (序号：139) 
姓名: 张洪海 
职务: 舒兰市看守所所长、原吉舒派出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看守所 
      吉林省吉林舒兰市民政街１号 
       邮编: 1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29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吉舒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保平家园南门 (舒兰市第十一小学北侧约 50 米)    
       邮编：1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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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舒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兆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9 

编号: 131935   (序号：140) 
姓名: 林树方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吉舒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保平家园南门 (舒兰市第十一小学北侧约 50 米)    
       邮编：1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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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舒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兆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9 

编号: 131936   (序号：141) 
姓名: 吕国良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吉舒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保平家园南门 (舒兰市第十一小学北侧约 50 米)    
       邮编：1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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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舒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兆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49 

编号: 132058   (序号：142) 
姓名: 李雪梅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边铁路运输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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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雪梅--2021（第 081 号）- 吉林省延边铁路运输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6 

编号: 132059   (序号：143) 
姓名: 丁占生 
职务: 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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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边铁路运输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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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雪梅--2021（第 081 号）- 吉林省延边铁路运输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6 

编号: 132061   (序号：144) 
姓名: 史玉生 
职务: 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沈阳铁路公安局延边铁路公安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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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雪梅--2021（第 081 号）- 吉林省延边铁路运输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6 

编号: 132063   (序号：145) 
姓名: 孟繁友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610 办）吉林省延吉市光明街 7 号 
       邮编：13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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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雪梅--2021（第 081 号）- 吉林省延边铁路运输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6 

编号: 132218   (序号：146) 
姓名: 周毅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政法委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乌兰大街 909 号 前郭县政法委 
       邮编：1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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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8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丽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7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6 

编号: 132219   (序号：147) 
姓名: 刘文军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检察院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哈达大街 398 号 前郭县检察院 
       邮编：1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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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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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松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8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丽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7 

编号: 132220   (序号：148) 
姓名: 那日松（李占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法院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松江大街 525 号 前郭县法院  
       邮编：13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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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8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丽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7 

追查吉林省松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何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66 

编号: 132222   (序号：149) 
姓名: 朱明达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公安局 
      吉林省前郭县查干淖尔大街 459 号 前郭县公安局 
       邮编：13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8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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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松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丽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7 

编号: 132235   (序号：150) 
姓名: 杜玉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莲花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中兴街  莲花派出所 
       邮编：1320010432-6277526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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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春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3 

编号: 132236   (序号：151) 
姓名: 吴喜庆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政法委 
      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府前路  榆树市政法委 
       邮编：13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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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春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3 

编号: 132237   (序号：152) 
姓名: 姜炜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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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正阳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向阳路  正阳派出所 
       邮编：13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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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春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3 

编号: 132238   (序号：153) 
姓名: 关义 
职务: 常务副检察长兼刑事检察部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检察院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松江东路 87 号   昌邑区检察院  
       邮编：13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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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春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3 

编号: 132239   (序号：154) 
姓名: 李军（10） 
职务: 检察部副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检察院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松江东路 87 号   昌邑区检察院  
       邮编：13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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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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春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3 

编号: 132240   (序号：155) 
姓名: 刘育林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法院 
      吉林省吉林市松江北路 138 号  昌邑区法院 
       邮编：13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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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榆树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春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3 

编号: 132302   (序号：156) 
姓名: 白岩（2） 
职务: 刑事审判一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松江东路 5 号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邮编：13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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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磐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国兰、金国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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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380   (序号：157) 
姓名: 王伟（4）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人民大街 735 号   柳河县公安分局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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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慧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4 

编号: 132437   (序号：158) 
姓名: 刘荣胜 
职务: 刑事检察部副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南环城路 3999 号  长春市检察院 
       邮编：13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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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关于吉林省长春市检察院刑事检察部副部长刘荣胜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35 

编号: 132604   (序号：159) 
姓名: 纪宁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八里堡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迁安路 119 号  八里堡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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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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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扬--2021（第 109 号）-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96 

编号: 132605   (序号：160) 
姓名: 冯宪龙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 1571 号      二道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0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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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扬--2021（第 109 号）-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96 

编号: 132927   (序号：161) 
姓名: 孟立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派出所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  快大茂派出所  
       邮编：13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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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2928   (序号：162) 
姓名: 徐晓宇 
职务: 控申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中华大街 1369 号 柳河县检察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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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2929   (序号：163) 
姓名: 姜美辰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法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1077 号   柳河县法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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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2931   (序号：164) 
姓名: 李伟（6）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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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拘留所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三合堡  通化县拘留所 
        邮编：1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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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通化县、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巧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5 

编号: 132932   (序号：165) 
姓名: 刘建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前进派出所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前进路 109 号 前进派出所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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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邢德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6 

编号: 132934   (序号：166) 
姓名: 陈锋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城市公安局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幸福南大街 8 号  白城市公安局 
       邮编：1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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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锋--2021（第 130 号）- 吉林省白城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3 

追查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维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18 

编号: 132935   (序号：167) 
姓名: 薛志金，薛智金 (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城市政法委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 1 号  白城市政法委   
       邮编：1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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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锋--2021（第 130 号）- 吉林省白城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3 

追查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维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18 

编号: 132936   (序号：168) 
姓名: 姜伟（3）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看守所 
      吉林省白城洮南市育英西路 37 号 
       邮编：1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6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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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锋--2021（第 130 号）- 吉林省白城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3 

编号: 133146   (序号：169) 
姓名: 韦广仁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看守所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西站街（原安瑞饲草公司院内） 大安市看守所 
       邮编：1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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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大安市原锦华街派出所警察韦广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3 

编号: 133211   (序号：170) 
姓名: 宋平礼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自由大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立信街 2666 号  自由大路派出所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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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6 

编号: 133256   (序号：171) 
姓名: 曹月林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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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检察院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江城东路 大安市人民检察院  
       邮编：13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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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维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18 

编号: 133258   (序号：172) 
姓名: 王利利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司法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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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维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18 

编号: 133259   (序号：173) 
姓名: 王宁 
职务: 办案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长安派出所 
      地址 1：吉林省蛟河市民主街道  长安派出所 
       邮编：132500 
        
       地址 2：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永安路  长安派出所 
       邮编：13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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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4 

编号: 133260   (序号：174) 
姓名: 田春阳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法院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舒兰大街 5449 号    舒兰市法院  
       邮编：13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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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邱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4 

编号: 133420   (序号：175) 
姓名: 王英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硅谷大街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裕民路 1 号  硅谷大街派出所 
       邮编：13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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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7 

编号: 133421   (序号：176) 
姓名: 隋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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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757 号     朝阳区检察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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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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