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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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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责任人系统: 国家机关;  

编号: 133541   (序号：1) 
姓名: 赵文君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党工委 
      （区管委会党政办）山东省潍坊市健康东街 6699 号 8 楼  
       邮编：261000 
        
       （区工委）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路 107 号  
       邮编：25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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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杰 --2021（第 150 号）- 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潍城区分局浮烟山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31 

编号: 134180   (序号：2) 
姓名: 吴建昌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教育和文化旅游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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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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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181   (序号：3) 
姓名: 宫学莉 
职务: 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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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教育和文化旅游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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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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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183   (序号：4) 
姓名: 林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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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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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185   (序号：5) 
姓名: 张立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财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8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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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单学军 --2021（第 175 号）-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0 

编号: 134236   (序号：6) 
姓名: 严定国 
职务: 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洗脑班”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3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家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17 

编号: 134363   (序号：7) 
姓名: 孙进宣 
职务: 县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委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宾镇兴京街 28 号  新宾县委  
       邮编：11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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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抚顺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忠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6 

编号: 134812   (序号：8) 
姓名: 钟振明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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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委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松柏路 777 号 德惠市委/政法委 
       邮编：130330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新政府大楼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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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德惠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兴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33 

编号: 135171   (序号：9) 
姓名: 郭晓辉 
职务: 办案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办公室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宝光路 46 号  渭滨区扫黑除恶办  
       邮编：7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敏舫等四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19 

编号: 135346   (序号：10) 
姓名: 秦光兴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昌盛街 51 号   昌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邮编：26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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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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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71   (序号：11) 
姓名: 黄永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滨海新区党工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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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柯学军--2022（第 004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3 

编号: 135636   (序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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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93   (序号：13) 
姓名: 耿云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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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党工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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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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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责任人系统: 国家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