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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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人系统: 国保、政保科 

编号: 133461   (序号：1) 
姓名: 李朝晖 
职务: 国保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北路 39 号   株洲市公安局 
       邮编：412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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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株洲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春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24 

编号: 133497   (序号：2) 
姓名: 杨子廷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新城行政区梅县公安局大楼 
       邮编：51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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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群招、李依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50 

编号: 133503   (序号：3) 
姓名: 魏海燕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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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公安局 
      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裕华中路 27 号  任丘市公安局 
       邮编：0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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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任丘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崔兰琴、王凤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79 

编号: 133534   (序号：4) 
姓名: 刘育志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公分局 
      河南省安阳市红旗路 33 号 北关公安分局 
       邮编：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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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艳平、张建军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78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现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58 

编号: 133552   (序号：5) 
姓名: 李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公安分局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解放西路 205 号  太和区公安分局 
       邮编：1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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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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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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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绍萍、白邵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43 

编号: 133553   (序号：6) 
姓名: 于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公安分局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解放西路 205 号  太和区公安分局 
       邮编：1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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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白绍萍、白邵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43 

编号: 133577   (序号：7) 
姓名: 厉炜炜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王充路 1117 号 上虞区公安分局 
       邮编：31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69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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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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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617   (序号：8) 
姓名: 徐定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公安局 
      湖南省湘潭县瑞莲路  湘潭县公安局 
       邮编：411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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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利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10 

编号: 133618   (序号：9) 
姓名: 曾为军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公安局 
      湖南省湘潭县瑞莲路  湘潭县公安局 
       邮编：4112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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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利琼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10 

编号: 133689   (序号：10) 
姓名: 董一峰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永乐路 2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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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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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董一峰 --2021（第 156 号）- 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86 

编号: 133711   (序号：11) 
姓名: 张佃宏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公安局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宣府大街    宣化区公安分局    
       邮编：07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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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建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2 

编号: 133722   (序号：12) 
姓名: 陈辉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红星街 95 号 涪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6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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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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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光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1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辉--2021（第 163 号）- 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1 

编号: 133781   (序号：13) 
姓名: 刘宝东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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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春业--2021（第 157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2 

编号: 133782   (序号：14) 
姓名: 孔凡起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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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春业--2021（第 157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2 

编号: 133810   (序号：15) 
姓名: 谭国荣（2）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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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双山四路 13 号大院   茂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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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11   (序号：16) 
姓名: 柯科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双山四路 13 号大院   茂南区公安分局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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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4 

编号: 133854   (序号：17) 
姓名: 冯树斌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公安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利镇福双路 102 号  集贤县公安局 
       邮编：155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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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侠、齐红玉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2 

编号: 133855   (序号：18) 
姓名: 徐宏岩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公安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利镇福双路 102 号  集贤县公安局 
       邮编：155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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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侠、齐红玉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2 

编号: 133877   (序号：19) 
姓名: 于向东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抚顺市公安局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临江东路 19 号  抚顺市公安局 
        邮编：113006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古城子街道南沟  看守所监管支队  
       邮编：11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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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抚顺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德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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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953   (序号：20) 
姓名: 李林岐 
职务: 副局长（主管国保）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公安局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风鸣西路 15 号     岐山县公安局  
       邮编：72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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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迫害沈红奇、徐明侠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6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红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5 

编号: 133954   (序号：21) 
姓名: 于文锁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公安局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风鸣西路 15 号     岐山县公安局  
       邮编：72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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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迫害沈红奇、徐明侠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6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红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5 

编号: 134018   (序号：22) 
姓名: 裴江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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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公安局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文化街 123 号  逊克县公安局  
       邮编：16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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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逊克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车国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49 

编号: 134019   (序号：23) 
姓名: 白东辉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公安局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文化街 123 号  逊克县公安局  
       邮编：16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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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逊克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车国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49 

编号: 134029   (序号：24) 
姓名: 梅保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公安局 
      山东省聊城临清市先锋路 1133 号  临清市公安局 
       邮编：25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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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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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30   (序号：25) 
姓名: 杨一岭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公安局 
      山东省聊城临清市先锋路 1133 号  临清市公安局 
       邮编：25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8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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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40   (序号：26) 
姓名: 王军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北街 24 号 利通区公安分局 
       邮编：7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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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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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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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迫害法轮功学员严英、马雄德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3 

编号: 134048   (序号：27) 
姓名: 王川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汉坝东街  青铜峡市公安局 
       邮编：75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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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编号: 134049   (序号：28) 
姓名: 陈波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汉坝东街  青铜峡市公安局 
       邮编：75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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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小娟 --2021（第 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5 

编号: 134107   (序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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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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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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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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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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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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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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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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46   (序号：32) 
姓名: 王洋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兴华街 235 号 
       邮编：16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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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子涵--2021（第 172 号）-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4 

编号: 134168   (序号：33) 
姓名: 叶在生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公安局 
      山东省海阳市济南路 88 号 海阳市公安局 
       邮编：26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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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海阳市迫害梁耀敏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6 

编号: 134173   (序号：34) 
姓名: 陆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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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公安分局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和平路 2 号   金州区公安分局  
       邮编：11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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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单学军 --2021（第 175 号）-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0 

编号: 134218   (序号：35) 
姓名: 谭志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公安局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新兴街一段 4 号 
      邮编：12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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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志 --2021（第 179 号）- 辽宁省绥中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09 

编号: 134219   (序号：36) 
姓名: 刘世军 
职务: 国保大队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公安局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新兴街一段 4 号 
      邮编：12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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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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志 --2021（第 179 号）- 辽宁省绥中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09 

编号: 134226   (序号：37) 
姓名: 许瑞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公安局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北门路 90 号    博罗县公安局  
       邮编：51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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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叶培金--2021（第 181 号）-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17 

编号: 134263   (序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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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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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308   (序号：39) 
姓名: 张海涛（2）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中心大街 198 号    鸡冠区公安分局   
       邮编：15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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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鸡西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包万明、周克铭、滕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9 

编号: 134309   (序号：40) 
姓名: 赵军（2）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中心大街 198 号    鸡冠区公安分局   
       邮编：15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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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鸡西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包万明、周克铭、滕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9 

编号: 134310   (序号：41) 
姓名: 赵元奎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中心大街 198 号    鸡冠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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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5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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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鸡西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包万明、周克铭、滕淑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9 

编号: 134385   (序号：42) 
姓名: 刘洋杉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公安局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 2 段 3 号新 28 号   成华区公安分局  
       邮编：61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1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伟、艾朝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5 

编号: 134398   (序号：43) 
姓名: 凌卫阳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中山路 39 号 
       邮编：52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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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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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凌卫阳 --2021（第 187 号）-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2 

编号: 134399   (序号：44) 
姓名: 周维学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中山路 39 号 
       邮编：52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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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凌卫阳 --2021（第 187 号）-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2 

编号: 134412   (序号：45) 
姓名: 江永洪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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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江永洪 --2021（第 188 号）- 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内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10 

编号: 134441   (序号：46) 
姓名: 孔丽颖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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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公安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人民大街 723 号  海林市公安局  
       邮编：15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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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忠远 --2021（第 190 号）-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31 

追查黑龙江省海林市、宁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熙涛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30 

编号: 134480   (序号：47) 
姓名: 刘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公安局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新兴街一段 4 号 
      邮编：12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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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崇跃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2 

编号: 134532   (序号：48) 
姓名: 施彪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公安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楼   永康市公安局  
       邮编：3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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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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何德辉 --2021（第 192 号）-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2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施梦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2 

编号: 134544   (序号：49) 
姓名: 左志宏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公安局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中山西路 82 号  满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072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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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巍 --2021（第 194 号）- 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4 

追查河北省保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史春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5 

编号: 134592   (序号：50) 
姓名: 王莉 
职务: 国保支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中山路广场路 3 号    信阳市公安局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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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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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596   (序号：51) 
姓名: 赵明亚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公安局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新七大道  浉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5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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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97   (序号：52) 
姓名: 徐时光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公安局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新七大道  浉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5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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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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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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26   (序号：53) 
姓名: 张学理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泾河路 138 号     旌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6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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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炬--2021（第 202 号）-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5 

编号: 134656   (序号：54) 
姓名: 于春海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地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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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迫害张秀芝、蔡玉英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3 

编号: 134657   (序号：55) 
姓名: 唐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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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地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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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迫害张秀芝、蔡玉英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3 

编号: 134658   (序号：56) 
姓名: 杨帆（2）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地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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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迫害张秀芝、蔡玉英等 12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3 

编号: 134674   (序号：57) 
姓名: 万俊 
职务: 国保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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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永叔路 99 号 西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33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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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南昌市迫害谢春媚等 3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6 

编号: 134682   (序号：58) 
姓名: 陈晓彤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公安局 
      四川省都江堰市学府路二段 285 号 都江堰市公安局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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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元林--2021（第 206 号）- 四川省都江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81 

编号: 134706   (序号：59) 
姓名: 王震（2）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公安局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解放南街 45 号.     黑山县公安分局  
       邮编：12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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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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许冰--2021（第 207 号）-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85 

编号: 134707   (序号：60) 
姓名: 李博（2）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公安局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解放南街 45 号.     黑山县公安分局  
       邮编：12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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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许冰--2021（第 207 号）-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85 

编号: 134709   (序号：61) 
姓名: 顾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大虎山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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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许冰--2021（第 207 号）-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85 

编号: 134774   (序号：62) 
姓名: 张志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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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公安分局 
      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站前街  溪湖区公安分局 
      邮编：117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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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本溪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佩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73 

编号: 134801   (序号：63) 
姓名: 陈顺江 
职务: 国保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中原油田公安局 
      河南省濮阳市胜利路 3 号   中原油田公安局  
       邮编：45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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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金荣、吴宝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4 

编号: 134802   (序号：64) 
姓名: 沙元魁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中原油田公安局 
      河南省濮阳市胜利路 3 号   中原油田公安局  
       邮编：45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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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金荣、吴宝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4 

编号: 134921   (序号：65) 
姓名: 金红星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公安局 
      吉林省延吉市光明街 255 号  延吉市公安局 
       邮编：13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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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于淼 -2021（第 218 号）- 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5 

编号: 134930   (序号：66) 
姓名: 杨柳杰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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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晓波 --2021（第 219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农垦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6 

编号: 134939   (序号：67) 
姓名: 王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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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公安局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府前路 2 号  
      邮编：26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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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瑜--2021（第 221 号）-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0 

编号: 134945   (序号：68) 
姓名: 李勇 
职务: 政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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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和敏 --2021（第 222 号）-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公安局剑池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09 

编号: 134952   (序号：69) 
姓名: 王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永乐路 26 号  
       邮编：55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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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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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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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辉---2021（第 223 号）-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12 

编号: 134976   (序号：70) 
姓名: 吕怀丰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公安分局 
      地址 1：（长安分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长征街 46 号  
       邮编：050000 
        
       地址 2：河北省石家庄市谈南路 15 号  
       邮编：050000 
        
       （国保大队）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路街道办事处（2 楼）（与 119 号相邻）  
       邮编：0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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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吕怀丰--2021（第 225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2 

编号: 134990   (序号：71) 
姓名: 许旭明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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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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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鹏亚--2021（第 227 号）-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刑庭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4 

编号: 135060   (序号：72) 
姓名: 毛松 
职务: 国保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贵安新区公安局 
      贵州省贵安新区百马大道 99 号 贵安新区公安局   
       邮编：55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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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廷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9 

追查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薇、庞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88 

编号: 135080   (序号：73) 
姓名: 崔勇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长直市屯留区麟绛西大街 36 号  屯留区公安分局  
       邮编：04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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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81   (序号：74) 
姓名: 李万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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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长直市屯留区麟绛西大街 36 号  屯留区公安分局  
       邮编：04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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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12   (序号：75) 
姓名: 曾泓卜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 613 号  天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5106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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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夏生--2021（第 228 号）-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07 

编号: 135230   (序号：76) 
姓名: 马延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永新路 16 号  巩义市公安局  
       邮编：45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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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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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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42   (序号：77) 
姓名: 张晓飞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公安局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张北路 1866 号   桓台县公安局  
       邮编：2564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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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43   (序号：78) 
姓名: 高丽霞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公安局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张北路 1866 号   桓台县公安局  
       邮编：2564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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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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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244   (序号：79) 
姓名: 宋文豪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公安局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张北路 1866 号   桓台县公安局  
       邮编：2564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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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76   (序号：80) 
姓名: 高亮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公安局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关商务社区 8 号楼      昌乐县公安分局   
       邮编：26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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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学军--2021（第 232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5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宇美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2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姜春华--2022（第 050 号）-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06 

编号: 135310   (序号：81) 
姓名: 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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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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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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49   (序号：82) 
姓名: 曲乐众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公安分局（峡山开发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管委会驻地 峡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2613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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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初立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6 

编号: 135377   (序号：83) 
姓名: 金宪志 
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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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大街 4456 号  辽源市公安局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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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辽源市、伊通满族自治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立娟、李晓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4 

编号: 135389   (序号：84) 
姓名: 旺华军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公安局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玉屏县茅坪新区  玉屏县公安局 
       邮编： 55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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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390   (序号：85) 
姓名: 沾中义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公安局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玉屏县茅坪新区  玉屏县公安局 
       邮编： 55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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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贵州省玉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良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6 

编号: 135420   (序号：86) 
姓名: 郑飞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分局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市和平路 3 号  冀州市公安局 
       邮编：0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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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苏琦 --2021（第 236 号）-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09 

编号: 135459   (序号：87) 
姓名: 陆红洲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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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海坤 --2022（第 001 号）- 湖北省安陆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5 

编号: 135524   (序号：88) 
姓名: 王洪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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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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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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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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27   (序号：90) 
姓名: 王洪江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共青团路 2 号  平原县公安局 
       邮编：25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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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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挥军 --2022（第 002 号）-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4 

编号: 135528   (序号：91) 
姓名: 姚甲凯 
职务: 国保大队小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共青团路 2 号  平原县公安局 
       邮编：25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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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挥军 --2022（第 002 号）-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4 

编号: 135542   (序号：92) 
姓名: 张建伟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公安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花园路与鲁平大道交叉口东  鲁山县公安分局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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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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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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557   (序号：93) 
姓名: 刘晓华（2）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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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晓华 --2022（第 003 号）-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2 

编号: 135558   (序号：94) 
姓名: 沈王春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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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晓华 --2022（第 003 号）-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2 

编号: 135615   (序号：95) 
姓名: 窦彬德 
职务: 政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公安局 
      山东德州禹城市行政街 171 号  禹城市公安局 
      邮编：25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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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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 王乐亮--2022（第 012 号）-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莒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9 

编号: 135634   (序号：96) 
姓名: 官敬全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公安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京抚路与永胜巷交叉口   汤原县公安局 
       邮编：15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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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凤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1 

编号: 135660   (序号：97) 
姓名: 高福松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公安分局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清池北大道 5 号 新华区公安分局  
       邮编：0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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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福松--2022（第 015 号）- 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新华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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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北省沧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在云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82 

编号: 135661   (序号：98) 
姓名: 杨义贵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公安分局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清池北大道 5 号 新华区公安分局  
       邮编：0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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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福松--2022（第 015 号）- 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新华区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9 

追查河北省沧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在云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82 

编号: 135687   (序号：99) 
姓名: 胡园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公安局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深圳街 7 号  高新区分局 
       邮编：132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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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胡园 --2022（第 016 号）-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67 

编号: 135688   (序号：100) 
姓名: 蒋玉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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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公安局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深圳街 7 号  高新区分局 
       邮编：132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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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胡园 --2022（第 016 号）-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67 

编号: 135728   (序号：101) 
姓名: 贺春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公安分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东风北路刘家冲 1 号   开福公安分局  
       邮编：4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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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龙海松 --2022（第 019 号）-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9 

编号: 135745   (序号：102) 
姓名: 刘建超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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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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建超--2022（第 020 号）-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30 

编号: 135752   (序号：103) 
姓名: 徐剑峰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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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剑峰 --2022（第 021 号）-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3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彩军--2022（第 027 号）-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9 

编号: 135758   (序号：104) 
姓名: 王丛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公安局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康平镇政法路 10 号  康平县公安局 
      邮编：11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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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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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丛--2022（第 022 号）-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6 

追查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海洲、付立新、李立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5 

编号: 135777   (序号：105) 
姓名: 王旭（8）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公安局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康平镇政法路 10 号  康平县公安局 
      邮编：110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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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海洲、付立新、李立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5 

编号: 135785   (序号：106) 
姓名: 姜元东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营口市公安局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沿海产业基地民生路 28 号    营口市公安局  
       邮编：1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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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营口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吴瑞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6 

编号: 135805   (序号：107) 
姓名: 李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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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小屯路 805 号  五华公安分局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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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清涛 --2022（第 042 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00 

编号: 135806   (序号：108) 
姓名: 丁剑锋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小屯路 805 号  五华公安分局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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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编号: 135807   (序号：109) 
姓名: 刘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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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小屯路 805 号  五华公安分局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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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67 

编号: 135810   (序号：110) 
姓名: 李季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公安分局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公安分局沈大路 61 号  于洪分局 
      邮编:11014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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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季 --2022（第 024 号）-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98 

编号: 135829   (序号：111) 
姓名: 张勇（5）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 565 号  西岗区公安分局  
       邮编：116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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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丹华--2022（第 025 号）-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26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红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8 

编号: 135847   (序号：112) 
姓名: 邢晓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  翁牛特旗公安局 
       邮编：024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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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彩军--2022（第 027 号）-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9 

编号: 135887   (序号：113) 
姓名: 魏芳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公安局 
      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花园街 林甸县公安局 
      邮编：16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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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魏芳--2022（第 031 号）- 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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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890   (序号：114) 
姓名: 于军坡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公安局 
      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建设西路 161 号   深泽县公安局   
       邮编：0525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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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立新--2022（第 032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双立--2022（第 061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03 

追查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焦亚琴、马同欣等 8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94 

编号: 135907   (序号：115) 
姓名: 段惠娟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东风东路 1227 号  德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53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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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编号: 135908   (序号：116) 
姓名: 滕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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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东风东路 1227 号  德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53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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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编号: 135926   (序号：117) 
姓名: 刘发源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公安局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荆南大道 96 号   监利县公安局    
       邮编: 4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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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谈敏 --2022（第 033 号）- 湖北省监利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74 

编号: 135948   (序号：118) 
姓名: 赵鑫（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 446 号  前进公安分局   
       邮编：1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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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康爱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0 

编号: 135949   (序号：119) 
姓名: 张红亮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 446 号  前进公安分局   
       邮编：1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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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康爱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0 

编号: 135968   (序号：120) 
姓名: 刘术勤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公安局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兴华东路 35 号  诸城市公安局 
       邮编：26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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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清伟--2022（第 035 号）-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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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061   (序号：121) 
姓名: 吕炳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先锋路 567 号  区公安分局   
       邮编：150009 
        
       南岗区国保大队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春申街 
       邮编：1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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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煜红 --2022（第 039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7 

编号: 136071   (序号：122) 
姓名: 张海燕（2）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市府街 79 号   芝罘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邮编：2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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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曲信奇 --2022（第 040 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58 

编号: 136087   (序号：123) 
姓名: 张为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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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 
      (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上段 235 号 
       邮编: 650100 
        
       (国保大队)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昆沙路 477 号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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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汇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5 

编号: 136088   (序号：124) 
姓名: 贺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 
      (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上段 235 号 
       邮编: 650100 
        
       (国保大队)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昆沙路 477 号 
       邮编：65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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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昆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汇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5 

编号: 136140   (序号：125) 
姓名: 陈浩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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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义发--2022（第 044 号）-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2 

编号: 136156   (序号：126) 
姓名: 黄元正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公安局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二段 196 号 金堂县公安局  
       邮编：61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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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吴春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8 

编号: 136169   (序号：127) 
姓名: 宋晔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南宁北路 15 号   麒麟区公安分局   
       邮编：6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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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晏祥和--2022（第 045 号）-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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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170   (序号：128) 
姓名: 龚沿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南宁北路 15 号   麒麟区公安分局   
       邮编：6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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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晏祥和--2022（第 045 号）-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61 

编号: 136181   (序号：129) 
姓名: 孙磊（2）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公安分局（青岛市开发区公安分局、黄岛开发区公安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 357 号  黄岛区公安局 
       邮编：2665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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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迪-2022（第 047 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4 

编号: 136228   (序号：130) 
姓名: 赵景海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公安局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古楼西路 1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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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5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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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荣垂功 --2022（第 052 号）-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8 

编号: 136235   (序号：131) 
姓名: 周志华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公安分局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黄石大道 110 号特 1 号   黄石港公安分局  
       邮编：435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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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付娟--2022（第 053 号）-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9 

编号: 136241   (序号：132) 
姓名: 陈端尧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湖北省大冶市新冶大道 73 号  
       邮编：4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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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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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旭华--2022（第 054 号）-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20 

编号: 136253   (序号：133) 
姓名: 王臣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焦作市太行路 45 号  解放区公安分局  
       邮编：454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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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焦作市、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9 

编号: 136254   (序号：134) 
姓名: 王勇（4）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焦作市太行路 45 号  解放区公安分局  
       邮编：454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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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焦作市、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9 

编号: 136255   (序号：135) 
姓名: 李保林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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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焦作市太行路 45 号  解放区公安分局  
       邮编：454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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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焦作市、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9 

编号: 136260   (序号：136) 
姓名: 宴生斌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公安分局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东路 50 号 凌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121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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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焦作市、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丽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9 

编号: 136282   (序号：137) 
姓名: 李玉斌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北街 42 号  铁西公安分局  
       邮编：11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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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沈阳市、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金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6 

编号: 136309   (序号：138) 
姓名: 任锦辉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公安分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 118 号  包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2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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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锦辉 --2022（第 057 号）-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05 

编号: 136357   (序号：139) 
姓名: 王兆庆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开先大道 1277 号     章丘区公安分局   
       邮编：2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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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越洋--2022（第 058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2 

编号: 136394   (序号：140) 
姓名: 刘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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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公安分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西园坑头 698 号   晋安公安分局   
       邮编：3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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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楠---2022（第 060 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0 

编号: 136395   (序号：141) 
姓名: 马雄伟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公安分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西园坑头 698 号   晋安公安分局   
       邮编：3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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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楠---2022（第 060 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80 

编号: 136487   (序号：142) 
姓名: 张威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 
      四川省绵阳江油市诗仙路西段 212 号   江油市公安局  
       邮编：62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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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9 

编号: 136488   (序号：143) 
姓名: 尹建丁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 
      四川省绵阳江油市诗仙路西段 212 号   江油市公安局  
       邮编：62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9 

编号: 136489   (序号：144) 
姓名: 王波（2）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 
      四川省绵阳江油市诗仙路西段 212 号   江油市公安局  
       邮编：62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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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609   (序号：145) 
姓名: 史瑞琳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公安分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新迎路 240 号   盘龙公安分局  
       邮编：6502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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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曲靖市、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兰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7 

编号: 136613   (序号：146) 
姓名: 金华雄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公安局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龙海路  马龙区公安分局 
       邮编：6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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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云南省曲靖市、昆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兰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7 

 


	责任人 - 责任人系统: 国保、政保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