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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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编号: 133533   (序号：1) 
姓名: 户彬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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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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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34   (序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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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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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536   (序号：3) 
姓名: 李炳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豆腐营派出所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豆腐营派出所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35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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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3538   (序号：4) 
姓名: 刘志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解放路派出所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戏院街. 解放路派出所 
       邮编 4：5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37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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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3646   (序号：5) 
姓名: 舒庆 
职务: 厅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公安厅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大道 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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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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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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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3647   (序号：6) 
姓名: 姚克 
职务: 网警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公安局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丘生路东段 70 号 商水县公安局 
       邮编：46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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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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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3649   (序号：7) 
姓名: 顾涛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检察院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丘生路 60 号 商水县检察院 
       邮编：46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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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3758   (序号：8) 
姓名: 马义中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二七路 110 号  郑州市公安局   
       邮编：4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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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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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59   (序号：9) 
姓名: 陈宏钧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西路 299 号 中原区检察院 
       邮编：45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97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检察院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新兴东路 110 号   巩义市检察院  
       邮编：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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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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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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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60   (序号：10) 
姓名: 刘晓佩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西路 299 号 中原区检察院 
       邮编：45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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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61   (序号：11) 
姓名: 徐薇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西十里铺路 17 号  中原区法院 
       邮编：450051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两个办公区）：还有一个南办公区（又称董砦大街办公区） 河南省郑州市

中原区煤仓街 4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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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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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762   (序号：12) 
姓名: 刘煜伟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西十里铺路 17 号  中原区法院 
       邮编：450051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两个办公区）：还有一个南办公区（又称董砦大街办公区） 河南省郑州市

中原区煤仓街 4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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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63   (序号：13) 
姓名: 高予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西十里铺路 17 号  中原区法院 
       邮编：450051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两个办公区）：还有一个南办公区（又称董砦大街办公区） 河南省郑州市

中原区煤仓街 4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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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64   (序号：14) 
姓名: 胡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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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西十里铺路 17 号  中原区法院 
       邮编：450051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两个办公区）：还有一个南办公区（又称董砦大街办公区） 河南省郑州市

中原区煤仓街 4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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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65   (序号：15) 
姓名: 张润泽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西十里铺路 17 号  中原区法院 
       邮编：450051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两个办公区）：还有一个南办公区（又称董砦大街办公区） 河南省郑州市

中原区煤仓街 4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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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66   (序号：16) 
姓名: 王致勇 
职务: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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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东路 19 号  郑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4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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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68   (序号：17) 
姓名: 王建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白寨镇派出所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白寨镇郑登快速路南  白寨镇派出所 
       邮编：4523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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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70   (序号：18) 
姓名: 何志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侯寨派出所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侯寨村 侯寨派出所 
       邮编：45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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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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71   (序号：19) 
姓名: 王任宾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侯寨派出所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侯寨村 侯寨派出所 
       邮编：45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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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72   (序号：20) 
姓名: 陈丙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古须北路，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邮编：4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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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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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773   (序号：21) 
姓名: 蔡国金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古须北路，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邮编：4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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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74   (序号：22) 
姓名: 徐镇旺 
职务: 管教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古须北路，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邮编：4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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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75   (序号：23) 
姓名: 刘勇（2） 
职务: 管教中队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古须北路，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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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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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76   (序号：24) 
姓名: 刘文娜 
职务: 管教大队医务中队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古须北路，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邮编：4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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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777   (序号：25) 
姓名: 常乐义 
职务: 管教民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古须北路，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邮编：4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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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保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1 

编号: 133983   (序号：26) 
姓名: 杨松林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政法委 
      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人民西路行政中心  西峡县政法委 
       邮编：474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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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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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85   (序号：27) 
姓名: 常杰友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公安局  
      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迎宾大道 1 号  西峡县公安局 
       邮编：474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84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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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53   (序号：28) 
姓名: 陈玮旭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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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检察院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黄河路 861  郾城区检察院  
      邮编：46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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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玮旭 --2021（第 174 号）-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0 

编号: 134155   (序号：29) 
姓名: 楚艳俊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4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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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陈玮旭 --2021（第 174 号）-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0 

编号: 134156   (序号：30) 
姓名: 甄建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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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玮旭 --2021（第 174 号）-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0 

编号: 134157   (序号：31) 
姓名: 方高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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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玮旭 --2021（第 174 号）-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0 

编号: 134592   (序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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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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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94   (序号：33) 
姓名: 张学森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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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路行政办公区  信阳市政法委  
       邮编：464000 
        
       地址 2：河南省信阳市行政路 6 号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88 

      河南省信阳市政法委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路行政办公区  信阳市政法委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8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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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95   (序号：34) 
姓名: 王明友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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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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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姓名: 赵明亚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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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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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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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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798   (序号：37) 
姓名: 王天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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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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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濮阳市政法委 
      河南省濮阳市人民路 51 号市政府大楼二楼  濮阳市政法委  
       邮编：45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4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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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00   (序号：38) 
姓名: 陈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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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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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01   (序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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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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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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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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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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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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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04   (序号：41) 
姓名: 王浩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中原油田大庆派出所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胜利东路 604 号  大庆派出所  
       邮编：45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03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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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05   (序号：42) 
姓名: 韩德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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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检察院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胜利东路 598   华龙区检察院  
       邮编：45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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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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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06   (序号：43) 
姓名: 张振宇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检察院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胜利东路 598   华龙区检察院  
       邮编：45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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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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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07   (序号：44) 
姓名: 吕茵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法院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大庆路 415 号  华龙区法院   
       邮编：457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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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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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08   (序号：45) 
姓名: 胡立军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法院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大庆路 415 号  华龙区法院   
       邮编：457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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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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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09   (序号：46) 
姓名: 王素贞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法院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大庆路 415 号  华龙区法院   
       邮编：457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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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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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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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810   (序号：47) 
姓名: 翟慧玲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法院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大庆路 415 号  华龙区法院   
       邮编：457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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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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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11   (序号：48) 
姓名: 赵明州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濮阳市看守所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基卫路北 濮阳市看守所 
       邮编：45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46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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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70   (序号：49) 
姓名: 王兆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政法委 
      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发区开源大道 56 号    驻马店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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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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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驻马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闫卫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0 

编号: 134871   (序号：50) 
姓名: 赛睿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政法委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解放路西段  驿城区政法委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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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驻马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闫卫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0 

编号: 134872   (序号：51) 
姓名: 孙建宾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天中山大道 驿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5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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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驻马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闫卫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0 

编号: 134874   (序号：52) 
姓名: 肖松岺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老街派出所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白桥路南段 老街派出所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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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驻马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闫卫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0 

编号: 135014   (序号：53) 
姓名: 喻红秋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政法委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金水路 17 号    河南省委政法委    
       邮编：450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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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15   (序号：54) 
姓名: 石秀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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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张衡路 1 号  南阳市公安局  
       邮编：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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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16   (序号：55) 
姓名: 马建峰（2）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张衡路 1 号  南阳市公安局  
       邮编：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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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17   (序号：56) 
姓名: 魏玉廷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张衡路 1 号  南阳市公安局  
       邮编：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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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18   (序号：57) 
姓名: 周长远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张衡路 1 号  南阳市公安局  
       邮编：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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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19   (序号：58) 
姓名: 郝一克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张衡路 1 号  南阳市公安局  
       邮编：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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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20   (序号：59) 
姓名: 薛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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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检察院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建设东路  宛城区检察院 
       邮编: 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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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21   (序号：60) 
姓名: 王峰（2）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检察院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建设东路  宛城区检察院 
       邮编: 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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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22   (序号：61) 
姓名: 樊立兵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法院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建设东路 1066 号  宛城区法院 
       邮编：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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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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23   (序号：62) 
姓名: 赵森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法院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建设东路 1066 号  宛城区法院 
       邮编：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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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24   (序号：63) 
姓名: 胡珊珊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法院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建设东路 1066 号  宛城区法院 
       邮编：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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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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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025   (序号：64) 
姓名: 艾立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法院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建设东路 1066 号  宛城区法院 
       邮编：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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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26   (序号：65) 
姓名: 张雪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法院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建设东路 1066 号  宛城区法院 
       邮编：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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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27   (序号：66) 
姓名: 闫笑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法院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建设东路 1066 号  宛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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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7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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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28   (序号：67) 
姓名: 秦德平 
职务: 书记、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南阳市新华东路 1468 号    南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473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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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29   (序号：68) 
姓名: 赵国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看守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南新路   南阳市看守所  
       邮编：473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75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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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030   (序号：69) 
姓名: 卢建元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看守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南新路   南阳市看守所  
       邮编：473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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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南阳市迫害赵培元、王伟等 26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60 

编号: 135227   (序号：70) 
姓名: 陈兆甲 
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政法委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广场东街与政通路交叉路口  巩义市政法委  
       邮编：45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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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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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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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228   (序号：71) 
姓名: 杜杰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政法委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广场东街与政通路交叉路口  巩义市政法委  
       邮编：45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3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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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29   (序号：72) 
姓名: 赵根益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政法委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广场东街与政通路交叉路口  巩义市政法委  
       邮编：45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3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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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30   (序号：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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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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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5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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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32   (序号：74) 
姓名: 张国宽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紫荆路派出所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紫荆路 131 号 紫荆路派出所  
       邮编：45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31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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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33   (序号：75) 
姓名: 王丛隆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紫荆路派出所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紫荆路 131 号 紫荆路派出所  
       邮编：45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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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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35   (序号：76) 
姓名: 张文普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康店镇派出所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康店镇    康店镇派出所 
        邮编：45125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34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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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37   (序号：77) 
姓名: 刘冰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检察院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新兴东路 110 号   巩义市检察院  
       邮编：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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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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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39   (序号：78) 
姓名: 王季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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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杜甫路 20 号   巩义市法院  
       邮编：45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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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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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81   (序号：79) 
姓名: 吴秀霞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邮寄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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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荣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0 

编号: 135535   (序号：80) 
姓名: 刘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 280 号 平顶山市公安局 
      邮编：46709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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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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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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36   (序号：81) 
姓名: 刘国朝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政法委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政法委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5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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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37   (序号：82) 
姓名: 张铎月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政法委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政法委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53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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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39   (序号：83) 
姓名: 齐丽娟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政法委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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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40   (序号：84) 
姓名: 李俊芳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政法委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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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41   (序号：85) 
姓名: 赵明（2）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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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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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51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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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42   (序号：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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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44   (序号：87) 
姓名: 闻延菲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检察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平大道中段    鲁山县检察院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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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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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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45   (序号：88) 
姓名: 王宏伟（2）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平大道中段   鲁山县法院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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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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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46   (序号：89) 
姓名: 杜鹏飞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平大道中段   鲁山县法院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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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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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47   (序号：90) 
姓名: 陈宝华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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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平大道中段   鲁山县法院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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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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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48   (序号：91) 
姓名: 陈弢敬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平大道中段   鲁山县法院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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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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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49   (序号：92) 
姓名: 李浩源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平大道中段   鲁山县法院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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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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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50   (序号：93) 
姓名: 尹钰英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平大道中段   鲁山县法院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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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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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52   (序号：94) 
姓名: 徐新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马楼派出所    
       邮编：4673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1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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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53   (序号：95) 
姓名: 陈柳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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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派出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马楼派出所    
       邮编：4673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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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55   (序号：96) 
姓名: 董和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看守所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店乡宋庄村  鲁山县看守所  
       邮编：467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54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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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745   (序号：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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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46   (序号：98) 
姓名: 杜鑫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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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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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48   (序号：99) 
姓名: 廖兴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饶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47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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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49   (序号：100) 
姓名: 陈晓鹏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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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7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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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51   (序号：101) 
姓名: 侯富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0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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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19   (序号：102) 
姓名: 孙卫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政法委 
      河南省许昌市天宝路 666 号  魏都区政法委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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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娄亚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1 

编号: 136020   (序号：103) 
姓名: 刘雁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公安局（魏都区分局北大派出所） 
      地址 1：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大道西段 北大派出所  
       邮编：461000 
        
       地址 2：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八一路东段  魏都区公安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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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娄亚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1 

编号: 136021   (序号：104) 
姓名: 周松胜 
职务: 局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公安局（魏都区分局北大派出所） 
      地址 1：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大道西段 北大派出所  
       邮编：461000 
        
       地址 2：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八一路东段  魏都区公安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3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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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娄亚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1 

编号: 136022   (序号：105) 
姓名: 丁鸽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西关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丁庄街道劳动北路  西关派出所  
       邮编：46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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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娄亚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1 

编号: 136023   (序号：106) 
姓名: 李超男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西关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丁庄街道劳动北路  西关派出所  
       邮编：46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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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娄亚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1 

编号: 136024   (序号：107) 
姓名: 耿宏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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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西关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丁庄街道劳动北路  西关派出所  
       邮编：46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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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娄亚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1 

编号: 136025   (序号：108) 
姓名: 崔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西关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丁庄街道劳动北路  西关派出所  
       邮编：46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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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娄亚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1 

编号: 136026   (序号：109) 
姓名: 茅轶军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西关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丁庄街道劳动北路  西关派出所  
       邮编：46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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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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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娄亚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1 

编号: 136027   (序号：110) 
姓名: 王琳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延安北路延安路 39 号  魏都区人民法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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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娄亚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1 

编号: 136028   (序号：111) 
姓名: 韩玉芬 
职务: 院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前进路中段  许昌市中级法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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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娄亚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1 

编号: 136029   (序号：112) 
姓名: 康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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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邮寄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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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娄亚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1 

编号: 136252   (序号：113) 
姓名: 张军（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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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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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53   (序号：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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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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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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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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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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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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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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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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89   (序号：117) 
姓名: 王朴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政法委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文峰大道东段 568 号党政综合楼  安阳市政法委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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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河北省泊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1 

编号: 136290   (序号：118) 
姓名: 尤建 
职务: 案管办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迎春东街 946 号 文峰区检察院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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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河北省泊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1 

编号: 136291   (序号：119) 
姓名: 张慧杰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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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迎春东街 946 号 文峰区检察院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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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河北省泊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1 

编号: 136292   (序号：120) 
姓名: 李景善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公安局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路中段路北 内黄县公安局 
       邮编：45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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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河北省泊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1 

编号: 136293   (序号：121) 
姓名: 刘韦鸣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公安局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路中段路北 内黄县公安局 
       邮编：45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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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河北省泊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1 

编号: 136295   (序号：122) 
姓名: 卢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河东派出所 
      河北省泊头市胜利东路 河东派出所  
       邮编：062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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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河北省泊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1 

编号: 136296   (序号：123) 
姓名: 崔艳红 
职务: 协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河东派出所 
      河北省泊头市胜利东路 河东派出所  
       邮编：062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94 

责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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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泊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1 

编号: 136429   (序号：124) 
姓名: 谷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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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政法委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路行政办公区  信阳市政法委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8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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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30   (序号：125) 
姓名: 黄家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政法委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行政路 6 号  区政法委 
       邮编: 464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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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31   (序号：126) 
姓名: 杨春历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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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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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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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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32   (序号：127) 
姓名: 曾春丽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检察院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城三环路西段行政区内  潢川县检察院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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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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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33   (序号：128) 
姓名: 杜牧平 
职务: 第一检察部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检察院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城三环路西段行政区内  潢川县检察院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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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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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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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434   (序号：129) 
姓名: 吴微晨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检察院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城三环路西段行政区内  潢川县检察院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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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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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35   (序号：130) 
姓名: 黄真安 
职务: 公诉人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检察院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城三环路西段行政区内  潢川县检察院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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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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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36   (序号：131) 
姓名: 徐士坤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检察院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城三环路西段行政区内  潢川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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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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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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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37   (序号：132) 
姓名: 陈刚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草湖路 97 号  潢川县法院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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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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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38   (序号：133) 
姓名: 张军军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草湖路 97 号  潢川县法院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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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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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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39   (序号：134) 
姓名: 王道德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草湖路 97 号  潢川县法院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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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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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41   (序号：135) 
姓名: 张新中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和新二十六街交叉口  信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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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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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42   (序号：136) 
姓名: 朱虹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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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和新二十六街交叉口  信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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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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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43   (序号：137) 
姓名: 金磊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和新二十六街交叉口  信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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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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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44   (序号：138) 
姓名: 张敦成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第一看守所 
      河南省信阳市师河区七里棚村    信阳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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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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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