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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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编号: 134712   (序号：1) 
姓名: 强生辉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西津东路 262 号  区政法委 
       邮编: 7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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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强生辉--2021（第 208 号）-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4 

编号: 134714   (序号：2) 
姓名: 汤继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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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强生辉--2021（第 208 号）-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4 

编号: 134715   (序号：3) 
姓名: 王芳雄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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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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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强生辉--2021（第 208 号）-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4 

编号: 134716   (序号：4) 
姓名: 陈大洪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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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强生辉--2021（第 208 号）-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4 

编号: 134717   (序号：5) 
姓名: 贾波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 488 号  七里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2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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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强生辉--2021（第 208 号）-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4 

编号: 134718   (序号：6) 
姓名: 魏向孔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路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西路 222 号 
       邮编: 73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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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强生辉--2021（第 208 号）-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4 

编号: 134720   (序号：7) 
姓名: 王建中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办事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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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强生辉--2021（第 208 号）-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4 

编号: 134721   (序号：8) 
姓名: 王宁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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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办事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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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强生辉--2021（第 208 号）-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4 

编号: 134722   (序号：9) 
姓名: 杨斌 
职务: 综治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办事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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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强生辉--2021（第 208 号）-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4 

编号: 134724   (序号：10) 
姓名: 巴娟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工大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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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强生辉--2021（第 208 号）-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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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725   (序号：11) 
姓名: 林婧 
职务: 综治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工大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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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强生辉--2021（第 208 号）-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4 

编号: 135522   (序号：12) 
姓名: 惠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白银市政法委 
      甘肃省白银市西区统办大楼 1 号  白银市政法委  
       邮编：730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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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莲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2 

编号: 135523   (序号：13) 
姓名: 郭丛定 
职务: 原政法委书记、平川区公安分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政法委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长征东路 106 号  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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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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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309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090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长征东路 128 号  平川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9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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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莲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2 

编号: 135524   (序号：14) 
姓名: 王洪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长征东路 128 号  平川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9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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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莲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2 

编号: 135525   (序号：15) 
姓名: 王朝彪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长征东路 128 号  平川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9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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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白银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郭莲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2 

编号: 135588   (序号：16) 
姓名: 王艳芳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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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艳芳--2022（第 007 号）-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2 

编号: 135589   (序号：17) 
姓名: 敬宏伟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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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艳芳--2022（第 007 号）-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2 

编号: 135590   (序号：18) 
姓名: 颜君萍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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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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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艳芳--2022（第 007 号）-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2 

编号: 135591   (序号：19) 
姓名: 袁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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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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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艳芳--2022（第 007 号）-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2 

编号: 135592   (序号：20) 
姓名: 杨民春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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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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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艳芳--2022（第 007 号）-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2 

编号: 135593   (序号：21) 
姓名: 蒋源庆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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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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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艳芳--2022（第 007 号）-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2 

编号: 135875   (序号：22) 
姓名: 腾霄琼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2848   城关区法院   
       邮编︰73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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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腾霄琼--2022（第 029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0 

编号: 135876   (序号：23) 
姓名: 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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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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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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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腾霄琼--2022（第 029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0 

编号: 135877   (序号：24) 
姓名: 王岩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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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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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腾霄琼--2022（第 029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0 

编号: 135878   (序号：25) 
姓名: 李晓妹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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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腾霄琼--2022（第 029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0 

编号: 135879   (序号：26) 
姓名: 康岸桥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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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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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腾霄琼--2022（第 029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0 

编号: 135880   (序号：27) 
姓名: 马占贤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团结新村派出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定西路 311 号  
       邮编：73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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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腾霄琼--2022（第 029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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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881   (序号：28) 
姓名: 张长霖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政法委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中街 81 号政府 2 号办公楼 7 层   城关区政法委  
       邮编：73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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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腾霄琼--2022（第 029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0 

编号: 135882   (序号：29) 
姓名: 王成章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第三看守所 (西果园看守所）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上果园村 1 号 兰州市第三看守所  
       邮编：73005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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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腾霄琼--2022（第 029 号）-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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