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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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编号: 133563   (序号：1) 
姓名: 潘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大庆路派出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大庆副路 3 号 大庆路派出所 
       邮编：1500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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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伯滨、刘增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44 

编号: 133564   (序号：2) 
姓名: 胡姗姗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检察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丽江路 800 号 (齿轮路 405 号)  道里区检察院  
       邮编：15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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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伯滨、刘增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44 

编号: 133565   (序号：3) 
姓名: 周宇轩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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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 118 号   道里区法院    
       邮编：150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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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伯滨、刘增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44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迫害刘文昌等 7 名老年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0 

编号: 133568   (序号：4) 
姓名: 王岩（5）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看守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巴彦镇人民大街路北  巴彦县看守所 
       邮编 : 1518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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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伯滨、刘增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44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庆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0 

编号: 133747   (序号：5) 
姓名: 马洪亮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龙华路派出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龙华路   龙华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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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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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顺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40 

编号: 133807   (序号：6) 
姓名: 刘军（6）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建设派出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解放路  建设派出所 
       邮编：154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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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井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5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丽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宋涛--2022（第 005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5 

编号: 133852   (序号：7) 
姓名: 刘继清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政法委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繁荣街 65 号  集贤县政法委  
       邮编：155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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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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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53   (序号：8) 
姓名: 杨荣民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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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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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54   (序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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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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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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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855   (序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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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57   (序号：11) 
姓名: 谢寒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检察院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利镇福双路  集贤县检察院 
       邮编：155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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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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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59   (序号：12) 
姓名: 董振生 
职务: 执行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法院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利镇体育街 196 号  集贤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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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55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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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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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61   (序号：13) 
姓名: 夏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利派出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七星街  福利派出所 
       邮编：155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0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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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62   (序号：14) 
姓名: 赵文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前进派出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利镇 前进派出所 
       邮编：1559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98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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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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63   (序号：15) 
姓名: 张焱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政法委 
      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区新兴路 99 号 区政府综合楼 区委政法委  
       邮编：150111 
        
       旧地址: (区政法委 610 办) 黑龙江省双城市双城镇和平大街 19 号 
       邮编 : 1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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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迫害刘文昌等 7 名老年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0 

编号: 133865   (序号：16) 
姓名: 刘铭（2） 
职务: 村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幸福乡庆宁村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幸福乡庆宁村 
       邮编：150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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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迫害刘文昌等 7 名老年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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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947   (序号：17) 
姓名: 李毅 
职务: 厅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公安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 145 号    黑龙江省公安厅   
       邮编：150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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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王玉红、路朝波等 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8 

编号: 133948   (序号：18) 
姓名: 肖景慧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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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王玉红、路朝波等 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8 

编号: 133949   (序号：19) 
姓名: 张丽娟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检察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玉门街 139 号    让胡路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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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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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5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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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王玉红、路朝波等 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8 

编号: 133950   (序号：20) 
姓名: 洛大雨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路 8 号 大庆市中级法院 
       邮编：1633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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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王玉红、路朝波等 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8 

追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观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6 

编号: 133951   (序号：21) 
姓名: 伍洋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路 8 号 大庆市中级法院 
       邮编：1633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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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王玉红、路朝波等 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8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力壮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3 

编号: 133952   (序号：22) 
姓名: 刘国喜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路 8 号 大庆市中级法院 
       邮编：1633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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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王玉红、路朝波等 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8 

追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观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6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力壮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3 

编号: 134016   (序号：23) 
姓名: 徐延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政法委 
      黑龙江省逊克县通江路 379 号党政综合楼   逊克县政法委  
       邮编：16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03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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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17   (序号：24) 
姓名: 谷柏岩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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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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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18   (序号：25) 
姓名: 裴江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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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姓名: 白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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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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21   (序号：27) 
姓名: 高彦斌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检察院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奇克镇国防路 263 号   逊克县检察院  
       邮编：16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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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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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23   (序号：28) 
姓名: 王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法院 
      黑龙江黑河市逊克县繁荣街 278 号 逊克县法院 
       邮编：16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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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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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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24   (序号：29) 
姓名: 殷志强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法院 
      黑龙江黑河市逊克县繁荣街 278 号 逊克县法院 
       邮编：16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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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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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26   (序号：30) 
姓名: 戴春雷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司法局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 391 号  黑河市司法局  
       邮编：16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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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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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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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142   (序号：31) 
姓名: 孙子涵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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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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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44   (序号：32) 
姓名: 姜慧博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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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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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45   (序号：33) 
姓名: 郭凤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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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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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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46   (序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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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47   (序号：35) 
姓名: 赵青海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政法委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海兰街 137 号  爱辉区人民政府政法委 
       邮编：16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02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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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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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148   (序号：36) 
姓名: 刘坤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看守所 
      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嫩江镇铁东街  嫩江县看守所 
       邮编：16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016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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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07   (序号：37) 
姓名: 孙绪帮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政法委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兴国中路 21 号  鸡冠区委政法委  
       邮编：15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3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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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08   (序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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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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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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09   (序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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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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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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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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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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11   (序号：41) 
姓名: 陆阿龙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永昌派出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祥光路 104 号  永昌派出所  
       邮编：15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29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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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12   (序号：42) 
姓名: 李福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永昌派出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祥光路 104 号  永昌派出所  
       邮编：15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29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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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13   (序号：43) 
姓名: 朱博（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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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铁西派出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兴国西路 196 号 铁西派出所 
       邮编：15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09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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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14   (序号：44) 
姓名: 金连坤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检察院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检察院 
       邮编：15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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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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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15   (序号：45) 
姓名: 石胜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政法委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南华大街 388 号  鸡东县政法委    
       邮编：15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42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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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鸡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树君、王传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1 

编号: 134316   (序号：46) 
姓名: 刘春波（2）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检察院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镇北华大街  鸡东县检察院 
       邮编：15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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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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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17   (序号：47) 
姓名: 李默（2）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法院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镇中心大街 444 号 鸡东县法院 
       邮编：15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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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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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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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318   (序号：48) 
姓名: 吴海霞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法院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镇中心大街 444 号 鸡东县法院 
       邮编：15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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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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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19   (序号：49) 
姓名: 张君梅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法院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镇中心大街 444 号 鸡东县法院 
       邮编：15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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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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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20   (序号：50) 
姓名: 袁迪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法院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镇中心大街 444 号 鸡东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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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5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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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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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75   (序号：51) 
姓名: 李茂山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中央大街    让胡路区公安分局 
       邮编：1637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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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观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6 

编号: 134376   (序号：52) 
姓名: 张欣乐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苑南路西苑街 301 号门 让胡路区法院 
       邮编：16345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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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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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观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6 

编号: 134377   (序号：53) 
姓名: 郝云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苑南路西苑街 301 号门 让胡路区法院 
       邮编：16345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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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观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6 

编号: 134378   (序号：54) 
姓名: 赫玉泉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苑南路西苑街 301 号门 让胡路区法院 
       邮编：16345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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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观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6 

编号: 134379   (序号：55) 
姓名: 王海燕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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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路 8 号 大庆市中级法院 
       邮编：1633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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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观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6 

编号: 134380   (序号：56) 
姓名: 徐曼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路 8 号 大庆市中级法院 
       邮编：1633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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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观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6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力壮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3 

编号: 134382   (序号：57) 
姓名: 李树新（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乘风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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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观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6 

编号: 134383   (序号：58) 
姓名: 曹曾恩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乘风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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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观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6 

编号: 134384   (序号：59) 
姓名: 刘千里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大庆市劳教所，东风新村劳教所）  
      黑龙江省大庆市莎区东风新村经三街  大庆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633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7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观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6 

编号: 134440   (序号：60) 
姓名: 高忠远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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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光华街 96 号  牡丹江市公安局    
       邮编：157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78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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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41   (序号：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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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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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42   (序号：62) 
姓名: 徐国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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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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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443   (序号：63) 
姓名: 张洪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第三派出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铁南街 6 号  海林市第三派出所  
       邮编：15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65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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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44   (序号：64) 
姓名: 李金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第二派出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子荣街 90 号 第二派出所 
       邮编：15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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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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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45   (序号：65) 
姓名: 樊泽科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公安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宁安镇古塔东街 16 号 宁安市公安局 
       邮编 : 15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97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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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46   (序号：66) 
姓名: 赵玉霞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第一派出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宁古塔西街  宁安市第一派出所 
       邮编︰15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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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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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47   (序号：67) 
姓名: 吕昌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新华路 558 号  爱民公安分局 
      邮编：157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50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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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448   (序号：68) 
姓名: 杨国利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法委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江南新区率宾路 市党政办公中心 1 区 4 楼  牡丹江市政法委  
       邮编：157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71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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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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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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49   (序号：69) 
姓名: 种莳成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政法委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天安路 300 号  爱民区政府 
       邮编：157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4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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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450   (序号：70) 
姓名: 李永日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政法委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闻天街 39 号  宁安市政法委  
       邮编：157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9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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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51   (序号：71) 
姓名: 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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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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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检察院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海烟路 456 号  海林市检察院 
       邮编：15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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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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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52   (序号：72) 
姓名: 林浦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看守所 
      黑龙江省海林市海林镇斗银路西侧  海林市看守所 
       邮编：15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66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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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58   (序号：73) 
姓名: 徐国君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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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第二派出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子荣街 90 号 第二派出所 
       邮编：15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70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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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59   (序号：74) 
姓名: 杨光辉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政法委 
      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向阳路 21 号   向阳区政法委  
        邮编：1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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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亚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9 

编号: 134860   (序号：75) 
姓名: 孙彦龙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向阳路 16 号  鹤岗市向阳分局 
       邮编：15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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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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亚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9 

编号: 134861   (序号：76) 
姓名: 尤丕琳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检察院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峻德路 2 号 兴安区检察院 
       邮编：154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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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亚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9 

编号: 134862   (序号：77) 
姓名: 孟宪荣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检察院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峻德路 2 号 兴安区检察院 
       邮编：154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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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亚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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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863   (序号：78) 
姓名: 戚晏榕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法院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兴东路 6 号  兴安区法院 
       邮编：154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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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亚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9 

编号: 134864   (序号：79) 
姓名: 王克贵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法院 
      黑龙江鹤岗市南山区北红旗路 337 号   鹤岗市中级法院  
       邮编：154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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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亚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9 

编号: 134865   (序号：80) 
姓名: 陈博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法院 
      黑龙江鹤岗市南山区北红旗路 337 号   鹤岗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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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54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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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亚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9 

编号: 134866   (序号：81) 
姓名: 任兢鹤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法院 
      黑龙江鹤岗市南山区北红旗路 337 号   鹤岗市中级法院  
       邮编：154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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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亚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9 

编号: 134867   (序号：82) 
姓名: 高文涛 
职务: 集训监区“攻坚组”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507 号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邮编：15006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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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亚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9 

编号: 134926   (序号：83) 
姓名: 郝世英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管理局农垦区七星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25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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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27   (序号：84) 
姓名: 李成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管理局农垦区七星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25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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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29   (序号：85) 
姓名: 毕宏海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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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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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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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30   (序号：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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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31   (序号：87) 
姓名: 王伟（17）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管理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中央大街 2 号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  
       邮编：15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5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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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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48   (序号：88) 
姓名: 刘松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政法委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 607 号  前进区政法委  
       邮编：1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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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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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50   (序号：89) 
姓名: 张立伟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双鸭山监狱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镇笔架山农场  双鸭山监狱  
       邮编：1559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4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3 

编号: 135421   (序号：90) 
姓名: 蔡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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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 118 号   道里区法院    
       邮编：150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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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22   (序号：91) 
姓名: 王冰（2） 
职务: 刑庭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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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23   (序号：92) 
姓名: 李坦阔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检察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丽江路 800 号 (齿轮路 405 号)  道里区检察院  
       邮编：15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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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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24   (序号：93) 
姓名: 付阳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检察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丽江路 800 号 (齿轮路 405 号)  道里区检察院  
       邮编：15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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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25   (序号：94) 
姓名: 程立华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检察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红旗大街 719 号 道外区检察院 
      邮编：15005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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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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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426   (序号：95) 
姓名: 秦海青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检察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红旗大街 719 号 道外区检察院 
      邮编：15005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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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27   (序号：96) 
姓名: 李春季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 33 号   铁路运输检察院   
       邮编：1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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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28   (序号：97) 
姓名: 张华军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 33 号   铁路运输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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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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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29   (序号：98) 
姓名: 许天印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 33 号   铁路运输检察院   
       邮编：1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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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30   (序号：99) 
姓名: 姜晓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埃德蒙顿路 23 号  道里区公安分局  
       邮编：15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6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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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31   (序号：100) 
姓名: 徐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公安分局建国派出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 55 号  
      邮编 : 150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75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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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32   (序号：101) 
姓名: 江庆荣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公安分局建国派出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 55 号  
      邮编 : 150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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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34   (序号：102) 
姓名: 林殿发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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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公安分局丽江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33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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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35   (序号：103) 
姓名: 孙云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东直路 331 号 道外区公安分局 
       邮编：15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18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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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36   (序号：104) 
姓名: 郭先超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东直路 331 号 道外区公安分局 
       邮编：15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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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37   (序号：105) 
姓名: 郭荫浩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东直路 331 号 道外区公安分局 
       邮编：15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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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38   (序号：106) 
姓名: 李刚（11）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东直路 331 号 道外区公安分局 
       邮编：15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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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39   (序号：107) 
姓名: 于叶伟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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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黎华派出所 
      黑龙江省道外区哈尔滨市安华街黎华小区  黎华派出所 
      邮编：15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95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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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40   (序号：108) 
姓名: 王超（5）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黎华派出所 
      黑龙江省道外区哈尔滨市安华街黎华小区  黎华派出所 
      邮编：15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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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41   (序号：109) 
姓名: 乔博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公安处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七道街 9 号    哈尔滨铁路公安处  
       邮编：15008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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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443   (序号：110) 
姓名: 康磊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42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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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梁野--2021（第 237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10 

编号: 135513   (序号：111) 
姓名: 刘立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政法委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长安西路 2666 号市机关中心 1 号楼 佳木斯市政法委   
       邮编：1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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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丽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宋涛--2022（第 005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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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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14   (序号：112) 
姓名: 姜涛（6） 
职务: 公诉人、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检察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胜利路  向阳区检察院   
       邮编: 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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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丽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宋涛--2022（第 005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5 

编号: 135515   (序号：113) 
姓名: 王斌（3）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中山街 898 号   向阳区法院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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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丽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宋涛--2022（第 005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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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波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8 

编号: 135516   (序号：114) 
姓名: 解爽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中山街 898 号   向阳区法院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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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丽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宋涛--2022（第 005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5 

编号: 135576   (序号：115) 
姓名: 段兆容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中山街 898 号   向阳区法院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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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宋涛--2022（第 005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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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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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波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8 

编号: 135577   (序号：116) 
姓名: 于永胜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检察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中山街中山路 117 号  
       邮编：1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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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宋涛--2022（第 005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5 

编号: 135578   (序号：117) 
姓名: 高天一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检察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中山街中山路 117 号  
       邮编：1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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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宋涛--2022（第 005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5 

编号: 135579   (序号：118) 
姓名: 胡靖龙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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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政法委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光复路 1081 号  向阳区政法委 
      邮编：1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0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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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宋涛--2022（第 005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5 

编号: 135580   (序号：119) 
姓名: 贾斌（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柳毛河看守所（桦南县看守所） 
      黑龙江省佳木斯桦南镇奋斗路 桦南县看守所 
       邮编：1544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45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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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宋涛--2022（第 005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5 

编号: 135621   (序号：120) 
姓名: 王昌文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公安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振兴大街    鸡东县公安局  
       邮编：15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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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鸡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树君、王传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1 

编号: 135622   (序号：121) 
姓名: 赵鸿江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法院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镇中心大街 444 号 鸡东县法院 
       邮编：15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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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鸡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树君、王传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1 

编号: 135623   (序号：122) 
姓名: 尹乐家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法院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镇中心大街 444 号 鸡东县法院 
       邮编：15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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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鸡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树君、王传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1 

编号: 135624   (序号：123) 
姓名: 肖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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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法院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镇中心大街 444 号 鸡东县法院 
       邮编：158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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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鸡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树君、王传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1 

编号: 135625   (序号：124) 
姓名: 孙勇 
职务: 代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法院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 201 国道 鸡西支线东段  鸡西市中级法院 
       邮编：15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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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鸡东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树君、王传云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1 

编号: 135634   (序号：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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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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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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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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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36   (序号：126) 
姓名: 张艺媛 
职务: 党委书记、社区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体育街中段   汤原县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   
       邮编：154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5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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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37   (序号：127) 
姓名: 韩晶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中山街 898 号   向阳区法院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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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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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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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638   (序号：128) 
姓名: 俞瑶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中山街 898 号   向阳区法院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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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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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87   (序号：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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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942   (序号：130) 
姓名: 李作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政法委 
      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红岗南五街 1 号政府办公楼  红岗区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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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635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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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景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4 

编号: 135943   (序号：131) 
姓名: 张晓磊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凤鸣路（街）2 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邮编：1637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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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景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4 

编号: 135944   (序号：132) 
姓名: 张伟宁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中山街 898 号   向阳区法院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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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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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波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8 

编号: 135945   (序号：133) 
姓名: 连克敏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中山街 898 号   向阳区法院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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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波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8 

编号: 135946   (序号：134) 
姓名: 付维强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中山街 898 号   向阳区法院  
       邮编：154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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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波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8 

编号: 135947   (序号：135) 
姓名: 王立国（2）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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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507 号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邮编：15006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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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王淑波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8 

编号: 135948   (序号：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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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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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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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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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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08   (序号：138) 
姓名: 朱明海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红兴隆看守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红兴隆看守所 
       邮编：1558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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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系统、宝清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吴东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2 

编号: 136009   (序号：139) 
姓名: 沙闯 
职务: 书记（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政法委 
      （县政府 县委 县政法委）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中央大街 138 号  宝清县政法委 
      邮编：15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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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农垦系统、宝清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吴东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2 

编号: 136011   (序号：140) 
姓名: 李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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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南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区金盾街 1 号 龙南公安分局  
       邮编：1631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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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力壮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3 

编号: 136012   (序号：141) 
姓名: 赵岩松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检察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玉门街 139 号    让胡路区检察院  
       邮编：16345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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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力壮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3 

编号: 136013   (序号：142) 
姓名: 赵岩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苑南路西苑街 301 号门 让胡路区法院 
       邮编：16345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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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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力壮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3 

编号: 136014   (序号：143) 
姓名: 薛强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苑南路西苑街 301 号门 让胡路区法院 
       邮编：16345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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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力壮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3 

编号: 136015   (序号：144) 
姓名: 程立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苑南路西苑街 301 号门 让胡路区法院 
       邮编：16345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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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力壮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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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016   (序号：145) 
姓名: 张喜艳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苑南路西苑街 301 号门 让胡路区法院 
       邮编：16345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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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力壮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3 

编号: 136017   (序号：146) 
姓名: 陈帅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苑南路西苑街 301 号门 让胡路区法院 
       邮编：16345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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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力壮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3 

编号: 136018   (序号：147) 
姓名: 田守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路 8 号 大庆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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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633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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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力壮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3 

编号: 136061   (序号：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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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63   (序号：149) 
姓名: 满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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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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64   (序号：150) 
姓名: 李福民（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2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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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65   (序号：151) 
姓名: 温洪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政法委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 261 号  南岗区政法委 
      邮编：150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8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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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62   (序号：152) 
姓名: 周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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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久援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61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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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王玉彪--2022（第 059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3 

编号: 136363   (序号：153) 
姓名: 姚双滨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久援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61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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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王玉彪--2022（第 059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3 

编号: 136364   (序号：154) 
姓名: 马昌晖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公安局 
      地址 1：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堡旭大道   双城公安分局    
       邮编：150100 
        
       地址 2：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东直路 56 号  
       邮编：1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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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玉彪--2022（第 059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3 

编号: 136365   (序号：155) 
姓名: 岳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政法委 
      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区新兴路 99 号 区政府综合楼 区委政法委  
       邮编：150111 
        
       旧地址: (区政法委 610 办) 黑龙江省双城市双城镇和平大街 19 号 
       邮编 : 1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57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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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王玉彪--2022（第 059 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3 

 


	责任人 - 地区: 黑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