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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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编号: 133492   (序号：1) 
姓名: 王东东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北京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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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淑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77 

编号: 133494   (序号：2) 
姓名: 徐沛营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大街 88 号 永外派出所 
       邮编：10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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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淑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77 

编号: 133495   (序号：3) 
姓名: 史泰龙 
职务: 第三社区警务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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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大街 88 号 永外派出所 
       邮编：10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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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淑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77 

编号: 133496   (序号：4) 
姓名: 屈传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大街 88 号 永外派出所 
       邮编：10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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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淑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77 

编号: 133630   (序号：5) 
姓名: 来守东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看守所 
      北京市区密云区密云镇李各庄村  密云区看守所  
       邮编：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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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蒋鹏 --2021（第 154 号）-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08 

编号: 133631   (序号：6) 
姓名: 杜宗革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看守所 
      北京市区密云区密云镇李各庄村  密云区看守所  
       邮编：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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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蒋鹏 --2021（第 154 号）-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08 

编号: 133805   (序号：7) 
姓名: 王超（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派出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   回龙观派出所 
       邮编：1022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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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超---2021（第 160 号）-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回龙观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94 

编号: 133806   (序号：8) 
姓名: 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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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派出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   回龙观派出所 
       邮编：1022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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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超---2021（第 160 号）-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回龙观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94 

编号: 133975   (序号：9) 
姓名: 佟立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渔阳派出所 
      地址 1：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路 59 号 渔阳派出所  
       邮编：101200 
        
       地址 2：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西寺渠村西路临 12 号  渔阳派出所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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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崔金旺--2021（第 167 号）- 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6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5 

编号: 133978   (序号：10) 
姓名: 龚玉香 
职务: 村委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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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刘家店镇刘家店村委会 
      北京市平谷区刘家店镇刘家店村 
       邮编：1012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77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崔金旺--2021（第 167 号）- 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6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5 

编号: 134247   (序号：11) 
姓名: 吴继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政法委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文体路 2 号 
      邮编：10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31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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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丰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郝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9 

编号: 134249   (序号：12) 
姓名: 薛保国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派出所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一里 3 号楼 蒲黄榆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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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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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丰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郝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9 

编号: 134250   (序号：13) 
姓名: 魏建东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派出所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一里 3 号楼 蒲黄榆派出所 
       邮编：10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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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丰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郝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9 

编号: 134251   (序号：14) 
姓名: 刘红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派出所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一里 3 号楼 蒲黄榆派出所 
       邮编：10007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4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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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北京市丰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郝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9 

编号: 134252   (序号：15) 
姓名: 刘瑞珍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大街近园路 9 号   丰台区法院   
       邮编：10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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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丰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郝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9 

编号: 134254   (序号：16) 
姓名: 廉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司法局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 75 号 丰台区司法局  
       邮编：1001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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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丰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郝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9 

编号: 134256   (序号：17) 
姓名: 刘新婷 
职务: 社区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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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55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丰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郝庭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9 

编号: 134258   (序号：18) 
姓名: 叶庭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 
      北京市顺义区 后沙峪安富路 8 号  后沙峪派出所 
       邮编：1013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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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士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2 

编号: 134259   (序号：19) 
姓名: 彭健 
职务: 承办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 
      北京市顺义区 后沙峪安富路 8 号  后沙峪派出所 
       邮编：1013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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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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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士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2 

编号: 134519   (序号：20) 
姓名: 曹宏斌（2）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北京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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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凌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国刚、王兰芝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6 

编号: 134520   (序号：21) 
姓名: 李颖丽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 10 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邮编：10007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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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凌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国刚、王兰芝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6 

编号: 134636   (序号：22) 
姓名: 刘玉民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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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密云区法院 
      北京市密云区西大桥路 5 号  密云区法院 
       邮编：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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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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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密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5 

编号: 134637   (序号：23) 
姓名: 张京文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检察院 
      北京市密云县西大桥路 10 号 
       邮编: 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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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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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密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5 

编号: 134638   (序号：24) 
姓名: 岳海燕 
职务: 检察官、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检察院 
      北京市密云县西大桥路 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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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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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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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密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5 

编号: 134639   (序号：25) 
姓名: 王艺璇 
职务: 检察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检察院 
      北京市密云县西大桥路 10 号 
       邮编: 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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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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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密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5 

编号: 134641   (序号：26) 
姓名: 郭华民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派出所 
      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新城子大街 3 号 新城子派出所  
       邮编：1015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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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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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密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5 

编号: 134642   (序号：27) 
姓名: 赵克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派出所 
      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新城子大街 3 号 新城子派出所  
       邮编：1015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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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密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5 

编号: 134644   (序号：28) 
姓名: 吴东武 
职务: 副镇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43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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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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46   (序号：29) 
姓名: 刘相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曹家路村委会 
      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曹家路村委会 
       邮编：1015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45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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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密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5 

编号: 134647   (序号：30) 
姓名: 黄鑫 
职务: 综治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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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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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48   (序号：31) 
姓名: 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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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综治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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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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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49   (序号：32) 
姓名: 杨振宇 
职务: 维稳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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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55   (序号：33) 
姓名: 崔光同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甲 2 号 朝阳区法院 
       邮编：10002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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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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谷小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5 

编号: 134699   (序号：34) 
姓名: 张静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甲 2 号  石景山检察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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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婉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6 

编号: 134700   (序号：35) 
姓名: 刘昌昌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9 号 石景山区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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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婉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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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701   (序号：36) 
姓名: 刘阳鸿 
职务: 助理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9 号 石景山区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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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婉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6 

编号: 134702   (序号：37) 
姓名: 霍萍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9 号 石景山区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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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婉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6 

编号: 134703   (序号：38) 
姓名: 赵玉兰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9 号 石景山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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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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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石景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婉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6 

编号: 134740   (序号：39) 
姓名: 马文源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庆隆街 99 号     延庆区检察院    
       邮编：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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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军--2021（第 209 号）-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7 

编号: 134741   (序号：40) 
姓名: 张军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庆隆街 99 号     延庆区检察院    
       邮编：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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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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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军--2021（第 209 号）-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7 

编号: 134742   (序号：41) 
姓名: 刘元宝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永宁派出所 
      北京市延庆县昌赤路永宁派出所  
       邮编：102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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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军--2021（第 209 号）-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7 

编号: 134743   (序号：42) 
姓名: 张文振 
职务: 警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永宁派出所 
      北京市延庆县昌赤路永宁派出所  
       邮编：102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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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军--2021（第 209 号）-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7 

编号: 134744   (序号：43) 
姓名: 张宇轩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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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延庆区永宁派出所 
      北京市延庆县昌赤路永宁派出所  
       邮编：102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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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军--2021（第 209 号）-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7 

编号: 134745   (序号：44) 
姓名: 卫小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永宁派出所 
      北京市延庆县昌赤路永宁派出所  
       邮编：1021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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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军--2021（第 209 号）-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7 

编号: 134746   (序号：45) 
姓名: 许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公安局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西街 4 号   延庆区公安分局   
       邮编：102100 
       (地址 2018/03/30 发布）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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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军--2021（第 209 号）-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7 

编号: 134747   (序号：46) 
姓名: 张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政法委 
      北京市延庆区新城街 2 号  延庆区政法委 /延庆综合治理委员会 
       邮编: 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62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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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张军--2021（第 209 号）-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7 

编号: 134748   (序号：47) 
姓名: 王学军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延庆区看守所（延庆县看守所） 
      北京市延庆区大榆树镇东桑园村南 延庆区看守所  
       邮编：10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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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军--2021（第 209 号）- 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7 

编号: 135683   (序号：48) 
姓名: 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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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派出所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街道北辛村甲 53 号 香山派出所  
       邮编：10008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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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师大、甄淼夫妇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8 

编号: 135684   (序号：49) 
姓名: 王冲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12 号 海淀区法院 
       邮编：10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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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师大、甄淼夫妇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8 

编号: 135685   (序号：50) 
姓名: 陈文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12 号 海淀区法院 
       邮编：10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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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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师大、甄淼夫妇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8 

编号: 135800   (序号：51) 
姓名: 陈献森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政法委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 6 号 东城区政法委 
       邮编：10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1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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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35801   (序号：52) 
姓名: 邓巍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派出所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石龙西路 58 号  永定派出所  
       邮编：10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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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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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802   (序号：53) 
姓名: 张若枫 
职务: 助理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北京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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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35803   (序号：54) 
姓名: 徐伊薇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北京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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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35950   (序号：55) 
姓名: 刘洋（3）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政法委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政街 15 号 大兴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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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24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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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洪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4 

编号: 135952   (序号：56) 
姓名: 刘毅（2） 
职务: 社区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社区居委会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5 号楼东侧二层小楼  安贞西里社区居委会  
       邮编：10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吴孟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3 

编号: 136043   (序号：57) 
姓名: 马爱兵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4 号  房山区检察院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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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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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爱兵 --2022（第 037 号）-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1 

编号: 136044   (序号：58) 
姓名: 郭秀山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派出所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商贸园区 39 号  大石窝派出所 
      邮编：1024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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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爱兵 --2022（第 037 号）-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1 

编号: 136045   (序号：59) 
姓名: 魏海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派出所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商贸园区 39 号  大石窝派出所 
      邮编：1024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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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爱兵 --2022（第 037 号）-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1 

编号: 136046   (序号：60) 
姓名: 袁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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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6 号  房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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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爱兵 --2022（第 037 号）-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1 

编号: 136047   (序号：61) 
姓名: 王明哲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政法委 
      (区委、区政法委、610 办)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 号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59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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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马爱兵 --2022（第 037 号）-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31 

编号: 136175   (序号：62) 
姓名: 张冰洁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1 号  西城区法院   
       邮编：1000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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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冰洁--2022（第 046 号）-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3 

编号: 136177   (序号：63) 
姓名: 张卫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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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冰洁--2022（第 046 号）-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3 

编号: 136178   (序号：64) 
姓名: 李洋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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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冰洁--2022（第 046 号）-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3 

编号: 136179   (序号：65) 
姓名: 缪剑虹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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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政法委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 27 号   西城区政法委   
       邮编：10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79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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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张冰洁--2022（第 046 号）-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3 

编号: 136315   (序号：66) 
姓名: 任武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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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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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密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5 

编号: 136316   (序号：67) 
姓名: 刘传虹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密云县西大桥路 12 号 
       邮编: 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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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密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5 

编号: 136317   (序号：68) 
姓名: 熊正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检察院 
      北京市密云县西大桥路 10 号 
       邮编: 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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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密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5 

编号: 136318   (序号：69) 
姓名: 单青林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法院 
      北京市密云区西大桥路 5 号  密云区法院 
       邮编：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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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密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5 

编号: 136319   (序号：70) 
姓名: 李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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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密云区法院 
      北京市密云区西大桥路 5 号  密云区法院 
       邮编：101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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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密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75 

编号: 136320   (序号：71) 
姓名: 韩小波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610）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 9 号 平谷区政法委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10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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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贺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8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5 

编号: 136321   (序号：72) 
姓名: 朱博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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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公安分局 
       邮编：101200 
        
       预审大队：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路 59 号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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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贺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8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5 

编号: 136323   (序号：73) 
姓名: 马国栋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兴谷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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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贺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8 

编号: 136324   (序号：74) 
姓名: 张昆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兴谷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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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贺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8 

编号: 136325   (序号：75) 
姓名: 张兴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兴谷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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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贺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8 

编号: 136326   (序号：76) 
姓名: 张伟（5）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检察院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11 号  平谷区检察院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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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贺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8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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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327   (序号：77) 
姓名: 郗琳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检察院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11 号  平谷区检察院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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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贺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8 

编号: 136328   (序号：78) 
姓名: 戚煜珩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检察院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11 号  平谷区检察院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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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贺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8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5 

编号: 136329   (序号：79) 
姓名: 杜岩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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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区法院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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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贺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8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5 

编号: 136330   (序号：80) 
姓名: 岳冠华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区法院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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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贺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8 

编号: 136331   (序号：81) 
姓名: 许博威 
职务: 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区法院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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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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贺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8 

编号: 136332   (序号：82) 
姓名: 姚琳娜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区法院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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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贺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8 

编号: 136525   (序号：83) 
姓名: 唐丽珺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区法院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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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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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526   (序号：84) 
姓名: 刘光辉（2）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平谷区法院 
       邮编：10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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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龚瑞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5 

 


	责任人 - 地区: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