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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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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重庆 

编号: 112012   (序号：1) 
姓名: 王勇（4）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0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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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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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禧、符中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1 

编号: 133651   (序号：2) 
姓名: 程鹏（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派出所 
      重庆市沙坪坝区晒光坪 60 号  天星桥派出所  
       邮编：40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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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跨省迫害重庆市法轮功学员韩维芳、王代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08 

编号: 133653   (序号：3) 
姓名: 周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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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派出所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新街 1 号 弹子石派出所 
       邮编：40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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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跨省迫害重庆市法轮功学员韩维芳、王代清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08 

编号: 134107   (序号：4) 
姓名: 黄佳骑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 
      重庆市涪陵新区太白大道 7 号  涪陵区公安分局   
       邮编：40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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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6 

编号: 134108   (序号：5) 
姓名: 张中明 
职务: 国保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 
      重庆市涪陵新区太白大道 7 号  涪陵区公安分局   
       邮编：40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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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6 

编号: 134109   (序号：6) 
姓名: 夏勇（2）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 
      重庆市涪陵新区太白大道 7 号  涪陵区公安分局   
       邮编：40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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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6 

编号: 134111   (序号：7) 
姓名: 田远未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涪陵区检察院 
      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72 号   涪陵区检察院  
       邮编：40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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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6 

编号: 134112   (序号：8) 
姓名: 张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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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一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南川区检察院 
      重庆市南川区辛子庄路   南川区检察院  
       邮编：40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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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6 

编号: 134114   (序号：9) 
姓名: 孙养统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南川区法院 
      重庆市南川区南大街延伸路 南川区法院 
       邮编：40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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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6 

编号: 134115   (序号：10) 
姓名: 谭是非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涪陵区看守所 
      重庆市涪陵区蒿枝坝 101 号 涪陵看守所  
       邮编：408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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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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6 

编号: 134393   (序号：11) 
姓名: 刘俊涛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 
      重庆市巴南区渔洞镇鱼轻路 23 号 巴南区检察院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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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凡--2021（第 186 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1 

编号: 134394   (序号：12) 
姓名: 刘伦波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大道 66 号   巴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4000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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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凡--2021（第 186 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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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395   (序号：13) 
姓名: 刘志勇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大道 66 号   巴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4000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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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凡--2021（第 186 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1 

编号: 134397   (序号：14) 
姓名: 潘松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巴南区龙州湾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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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凡--2021（第 186 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1 

编号: 135308   (序号：15) 
姓名: 孙红涛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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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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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红涛--2021（第 234 号）-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7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禧、符中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1 

编号: 135309   (序号：16) 
姓名: 童新权 
职务: 检察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 
      重庆市江北区金港新区 27 号  江北区检察院   
       邮编：40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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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红涛--2021（第 234 号）-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7 

编号: 135310   (序号：17) 
姓名: 何云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渝北区锦湖路 106 号  渝北区公安分局 
       邮编：4011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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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红涛--2021（第 234 号）-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7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禧、符中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1 

编号: 135312   (序号：18) 
姓名: 谭小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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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红涛--2021（第 234 号）-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7 

编号: 135313   (序号：19) 
姓名: 李川（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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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红涛--2021（第 234 号）-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7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禧、符中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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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412   (序号：20) 
姓名: 苏彦西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 73 号  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4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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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苏彦西 --2021（第 235 号）-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08 

编号: 135413   (序号：21) 
姓名: 刘峥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 73 号  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4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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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苏彦西 --2021（第 235 号）-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08 

编号: 135414   (序号：22) 
姓名: 张浩宇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 73 号  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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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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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苏彦西 --2021（第 235 号）-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08 

编号: 135415   (序号：23) 
姓名: 杜玲芝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 73 号  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4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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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苏彦西 --2021（第 235 号）-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08 

编号: 135416   (序号：24) 
姓名: 陈玲 
职务: 宣传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 73 号  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40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86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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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苏彦西 --2021（第 235 号）-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办事处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08 

编号: 136370   (序号：25) 
姓名: 李爱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江北区政法委 
      （区委政法委 综合办）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 金港新区 16 号 
       邮编：40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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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禧、符中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1 

编号: 136371   (序号：26) 
姓名: 马应雄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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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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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禧、符中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1 

编号: 136372   (序号：27) 
姓名: 欧阳艳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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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紫薇支路 36 号   重庆第一中级法院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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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禧、符中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1 

编号: 136373   (序号：28) 
姓名: 谢懿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紫薇支路 36 号   重庆第一中级法院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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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禧、符中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1 

编号: 136374   (序号：29) 
姓名: 李颖（2）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紫薇支路 36 号   重庆第一中级法院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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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禧、符中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1 

编号: 136375   (序号：30) 
姓名: 陈佳宇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紫薇支路 36 号   重庆第一中级法院  
       邮编：40114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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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明禧、符中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1 

 


	责任人 - 地区: 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