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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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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人系统: “610”系统;  

编号: 133570   (序号：1) 
姓名: 黄林平 
职务: 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洋江西路 589 号 绍兴市委政法委 
       邮编：3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73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72   (序号：2) 
姓名: 杨冬娥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987 号 上虞区委政法委 
       邮编：3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69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竹芬、王文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80 

编号: 133598   (序号：3) 
姓名: 李秀清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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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晋中市迎宾西路 区政法委  
       邮编: 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9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申建军 --2021（第 152 号）- 山西省晋中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9 

编号: 133961   (序号：4) 
姓名: 刘国安 
职务: 社会稳定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沪南路 1000 号  北蔡镇政府  
       邮编：201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诬蔑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9 

编号: 133962   (序号：5) 
姓名: 汪善春 
职务: 社会稳定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沪南路 1000 号  北蔡镇政府  
       邮编：2012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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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诬蔑诽谤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9 

编号: 134028   (序号：6) 
姓名: 程爱国（2）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政法委 
      山东省聊城临清市龙华街 5 号  临清市政法委 
       邮编：25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86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东省聊城临清市龙华街 5 号  临清市政法委 
       邮编：25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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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临清市、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少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0 

编号: 134070   (序号：7) 
姓名: 吴贤江 
职务: 防范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 215 号 都江堰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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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都江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甘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3 

编号: 134071   (序号：8) 
姓名: 杨才发 
职务: 防范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 215 号 都江堰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都江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甘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3 

编号: 134263   (序号：9) 
姓名: 崔永峰 
职务: 副局长（主管国保和“610”）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公安局 
      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盖州路清河大街 88 号  盖州市公安局  
       邮编 : 11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4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盖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运太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1 

编号: 134466   (序号：10) 
姓名: 张小鹏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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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太原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太原市新建路 81 号  太原市政法委  
       邮编：030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24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太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6 

编号: 134594   (序号：11) 
姓名: 张学森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路行政办公区  信阳市政法委  
       邮编：464000 
        
       地址 2：河南省信阳市行政路 6 号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88 

      河南省信阳市政法委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路行政办公区  信阳市政法委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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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玉忠--2021（第 199 号）-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8 

追查河南省信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玉珍、靳玉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7 

编号: 134649   (序号：12) 
姓名: 杨振宇 
职务: 维稳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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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政法委 
      北京市密云县鼓楼西大街 13 号  
       邮编：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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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单青林 --2021（第 205 号）- 北京市密云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8 

编号: 134822   (序号：13) 
姓名: 陈建新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黄浦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上海市中山南路 1669 弄 55 号 1 楼 
      邮编：20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5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叶盛--2021（第 213 号）- 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6 

编号: 134833   (序号：14) 
姓名: 韦国章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长宁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 788 号 B 幢三楼 长宁区政法委  
       邮编：2003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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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轶博、何冰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8 

编号: 134877   (序号：15) 
姓名: 韩彦 
职务: 防范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武清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 118 号   武清区政法委 
      邮编：30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8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武清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跃飞、刘国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6 

编号: 135076   (序号：16) 
姓名: 韩俊生 
职务: 头目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英雄中路 68 号市委综合楼  长治市政法委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92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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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088   (序号：17) 
姓名: 申俊山 
职务: 头目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英雄中路 68 号市委综合楼  长治市政法委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92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089   (序号：18) 
姓名: 史志峰 
职务: 副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英雄中路 68 号市委综合楼  长治市政法委  
       邮编：0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92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长治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长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5 

编号: 135228   (序号：19) 
姓名: 杜杰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政法委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广场东街与政通路交叉路口  巩义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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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5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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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白春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4 

编号: 135473   (序号：20) 
姓名: 葛林飞 
职务: 白云分局局长、广州市公安局反邪教支队政委（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333 号   白云区公安分局 
       邮编：5104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55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起义路 200 号  广州市公安局 
       邮编：51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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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源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志强--2022（第 041 号）-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94 

编号: 135539   (序号：21) 
姓名: 齐丽娟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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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司太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4 

编号: 135540   (序号：22) 
姓名: 李俊芳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政法委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司太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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