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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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编号: 133515   (序号：1) 
姓名: 姜铁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同德路 105 号  红旗街派出所  
       邮编：1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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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善英、杨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8 

编号: 133516   (序号：2) 
姓名: 滕云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同德路 105 号  红旗街派出所  
       邮编：13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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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善英、杨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8 

编号: 133517   (序号：3) 
姓名: 林海峰（1） 
职务: 检察官、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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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757 号     朝阳区检察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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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善英、杨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8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崔玉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7 

编号: 133518   (序号：4) 
姓名: 赵若愚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755 号  朝阳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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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善英、杨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8 

编号: 133519   (序号：5) 
姓名: 李鹏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755 号  朝阳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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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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善英、杨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8 

编号: 134149   (序号：6) 
姓名: 路巍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北山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西安路乐园二区   北山派出所  
       邮编：1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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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路巍--2021（第 173 号）-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公安分局北山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5 

编号: 134494   (序号：7) 
姓名: 赵力群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公安分局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净月经济开发区锦竹东路 171 号  净月开发区公安分局 
       邮编：1301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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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子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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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496   (序号：8) 
姓名: 黄文龙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福祉大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博学路税务学院北门 福祉大路派出所  
       邮编：13011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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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子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5 

编号: 134497   (序号：9) 
姓名: 王贺亮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谷大街 387 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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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子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5 

编号: 134498   (序号：10) 
姓名: 陈昊天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谷大街 387 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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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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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子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5 

编号: 134499   (序号：11) 
姓名: 李炜（3）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谷大街 387 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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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子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5 

编号: 134500   (序号：12) 
姓名: 孙营国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谷大街 387 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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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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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子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5 

编号: 134501   (序号：13) 
姓名: 王新宇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谷大街 387 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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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子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5 

编号: 134502   (序号：14) 
姓名: 叶鸿利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公主岭监狱 
      吉林省公主岭市工业大街 2289 号 
       通讯地址：吉林省公主岭市 1002 信箱  
       邮编：13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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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子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5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辛育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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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503   (序号：15) 
姓名: 李壮（2） 
职务: 监狱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公主岭监狱 
      吉林省公主岭市工业大街 2289 号 
       通讯地址：吉林省公主岭市 1002 信箱  
       邮编：13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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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子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5 

编号: 134525   (序号：16) 
姓名: 顾民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松柏路 38 号  
       邮编 : 130300 
        
       吉林省德惠市公安局看守所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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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勇超 --2021（第 191 号）-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1 

追查吉林省德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昌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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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527   (序号：17) 
姓名: 刘海涛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政法委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松柏路 777 号 德惠市政法委 
       邮编：1303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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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孙勇超 --2021（第 191 号）-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1 

追查吉林省德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昌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5 

编号: 134656   (序号：18) 
姓名: 于春海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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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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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57   (序号：19) 
姓名: 唐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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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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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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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58   (序号：20) 
姓名: 杨帆（2）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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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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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59   (序号：21) 
姓名: 滕继坤 
职务: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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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松柏路 2 号  德惠市检察院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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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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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60   (序号：22) 
姓名: 孙召银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 1166 号  德惠市法院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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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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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德惠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昌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35 

编号: 134661   (序号：23) 
姓名: 贾晓秋 
职务: 刑事庭副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 1166 号  德惠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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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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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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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62   (序号：24) 
姓名: 李魁亮 
职务: 刑事庭副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 1166 号  德惠市法院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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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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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63   (序号：25) 
姓名: 黄丽艳 
职务: 刑事庭助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 1166 号  德惠市法院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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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64   (序号：26) 
姓名: 鄢桂秋 
职务: 刑事庭助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 1166 号  德惠市法院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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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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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65   (序号：27) 
姓名: 邢欣 
职务: 刑事庭助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 1166 号  德惠市法院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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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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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66   (序号：28) 
姓名: 赵峰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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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 1166 号  德惠市法院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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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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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67   (序号：29) 
姓名: 徐咏梅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 1166 号  德惠市法院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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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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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68   (序号：30) 
姓名: 张翘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德大路 1166 号  德惠市法院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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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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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69   (序号：31) 
姓名: 臧万成 
职务: 刑事庭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超达路 3999 号   长春中级法院   
       邮编：1300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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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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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70   (序号：32) 
姓名: 范文浩 
职务: 刑事庭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超达路 3999 号   长春中级法院   
       邮编：1300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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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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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671   (序号：33) 
姓名: 温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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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超达路 3999 号   长春中级法院   
       邮编：1300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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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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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812   (序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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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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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13   (序号：35) 
姓名: 杨大明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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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政法委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松柏路 777 号 德惠市政法委 
       邮编：1303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4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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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14   (序号：36) 
姓名: 冯国杰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看守所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西新华街与外环路交汇处    德惠市看守所 
       邮编：1303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9 

责任系统: 公安, 已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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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15   (序号：37) 
姓名: 谢云波 
职务: 副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看守所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西新华街与外环路交汇处    德惠市看守所 
       邮编：1303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9 

责任系统: 公安, 已亡,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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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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68   (序号：38) 
姓名: 张丹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7755 号  朝阳区法院   
       邮编：130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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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崔玉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7 

编号: 134869   (序号：39) 
姓名: 王养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第二看守所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皓月大路 5277 号     长春市第二看守所  
       邮编：13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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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景义、崔玉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7 

编号: 134920   (序号：40) 
姓名: 于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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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检察院 
      吉林省延吉市局子街 27 号  延吉市检察院 
       邮编：13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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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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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921   (序号：41) 
姓名: 金红星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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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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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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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922   (序号：42) 
姓名: 陈航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610 办）吉林省延吉市光明街 7 号 
       邮编：13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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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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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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923   (序号：43) 
姓名: 金光锡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法院 
      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 3343 号  延吉市法院   
       邮编：133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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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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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194   (序号：44) 
姓名: 王华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汽开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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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华--2021（第 230 号）-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1 

编号: 135195   (序号：45) 
姓名: 徐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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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汽开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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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华--2021（第 230 号）-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1 

编号: 135196   (序号：46) 
姓名: 吴超（1）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汽开区安庆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杨柳大街 955 号     安庆路派出所      
       邮编：13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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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华--2021（第 230 号）-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1 

编号: 135197   (序号：47) 
姓名: 王爽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汽开区安庆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杨柳大街 955 号     安庆路派出所      
       邮编：13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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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华--2021（第 230 号）-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1 

编号: 135198   (序号：48) 
姓名: 刘洋（4）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汽开区安庆路派出所 
      吉林省长春市杨柳大街 955 号     安庆路派出所      
       邮编：13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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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华--2021（第 230 号）-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1 

编号: 135199   (序号：49) 
姓名: 郑可欣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汽开区公安分局 
      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 3111 号     汽开公安分局   
       邮编：13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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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华--2021（第 230 号）-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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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263   (序号：50) 
姓名: 郭凯明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向阳分局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大街 950 号  向阳公安分局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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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辽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岳长友、纪凤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8 

编号: 135264   (序号：51) 
姓名: 矫慧玲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检察院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路 1989 号  龙山区检察院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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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辽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岳长友、纪凤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8 

编号: 135265   (序号：52) 
姓名: 施宪忠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检察院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路 1989 号  龙山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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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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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辽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岳长友、纪凤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8 

编号: 135266   (序号：53) 
姓名: 杨阔 
职务: 检察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检察院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路 1989 号  龙山区检察院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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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辽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岳长友、纪凤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8 

编号: 135267   (序号：54) 
姓名: 李剑铭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法院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西宁大街吉光路 1355 号  龙山区法院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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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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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辽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岳长友、纪凤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8 

编号: 135268   (序号：55) 
姓名: 李文东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法院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西宁大街吉光路 1355 号  龙山区法院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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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辽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岳长友、纪凤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8 

编号: 135269   (序号：56) 
姓名: 王树仁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法院 
      吉林省辽源市人民大街 1540 号   辽源市中级法院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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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辽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岳长友、纪凤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8 

编号: 135270   (序号：57) 
姓名: 姜自祥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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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法院 
      吉林省辽源市人民大街 1540 号   辽源市中级法院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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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辽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岳长友、纪凤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8 

编号: 135271   (序号：58) 
姓名: 吴俊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法院 
      吉林省辽源市人民大街 1540 号   辽源市中级法院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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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辽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岳长友、纪凤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8 

编号: 135272   (序号：59) 
姓名: 孙继炎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法院 
      吉林省辽源市人民大街 1540 号   辽源市中级法院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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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辽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岳长友、纪凤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8 

编号: 135273   (序号：60) 
姓名: 邵泓语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法院 
      吉林省辽源市人民大街 1540 号   辽源市中级法院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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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辽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岳长友、纪凤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38 

编号: 135377   (序号：61) 
姓名: 金宪志 
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大街 4456 号  辽源市公安局   
       邮编：13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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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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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378   (序号：62) 
姓名: 梁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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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政法委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大街 6171 号  西安区政法委  
       邮编：1362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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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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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379   (序号：63) 
姓名: 王昊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检察院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泰安大路 1655 号  西安区检察院  
       邮编：1362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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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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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380   (序号：64) 
姓名: 赵珍妮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检察院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泰安大路 1655 号  西安区检察院  
       邮编：1362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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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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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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505   (序号：65) 
姓名: 李杰（4） 
职务: 审判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法院 
      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路与解放西路交汇处西侧     船营区法院  
       邮编：132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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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秀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1 

编号: 135506   (序号：66) 
姓名: 齐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黄旗屯派出所（黄旗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街 8 号  黄旗屯派出所 
       邮编：13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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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蔡秀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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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595   (序号：67) 
姓名: 张祚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桃源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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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吕金明--2022（第 008 号）-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3 

编号: 135596   (序号：68) 
姓名: 邹博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桃源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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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吕金明--2022（第 008 号）-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3 

编号: 135597   (序号：69) 
姓名: 孙绍健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政法委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自由大路 3388 号 
       邮编：13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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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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吕金明--2022（第 008 号）-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83 

编号: 135675   (序号：70) 
姓名: 刘东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政法委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遵义东路 65 号 
       邮编：132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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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温玉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6 

编号: 135676   (序号：71) 
姓名: 李亚威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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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公安分局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西安街滨江路 2-1 号    龙潭区公安分局   
       邮编：132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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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温玉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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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党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3 

编号: 135678   (序号：72) 
姓名: 王伟（5）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镇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 乌拉街镇派出所  
       邮编：1322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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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温玉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6 

编号: 135679   (序号：73) 
姓名: 别旭东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检察院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徐州路 508  龙潭区检察院 
       邮编：132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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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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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温玉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6 

编号: 135680   (序号：74) 
姓名: 付春魁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检察院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徐州路 508  龙潭区检察院 
       邮编：132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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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温玉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6 

编号: 135681   (序号：75) 
姓名: 李丹丹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检察院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徐州路 508  龙潭区检察院 
       邮编：132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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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温玉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6 

编号: 135687   (序号：76) 
姓名: 胡园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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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公安局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深圳街 7 号  高新区分局 
       邮编：132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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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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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688   (序号：77) 
姓名: 蒋玉彪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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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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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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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690   (序号：78) 
姓名: 林海峰（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松江南路 500 号   吉林市公安局  
       邮编：132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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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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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691   (序号：79) 
姓名: 程竹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政法委 
      （市委、政法委、“610 办公室”）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北京路 86 号 
      邮编：132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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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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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693   (序号：80) 
姓名: 耿云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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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902   (序号：81) 
姓名: 吴晓梅 
职务: 副监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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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女子监狱（郭家村监狱、长春女子监狱、原长春黑嘴子监狱）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富盈路 
       邮编：130000 
        
       邮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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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党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3 

编号: 135903   (序号：82) 
姓名: 陈曦 
职务: 八监区副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女子监狱（郭家村监狱、长春女子监狱、原长春黑嘴子监狱）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富盈路 
       邮编：130000 
        
       邮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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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党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3 

编号: 135904   (序号：83) 
姓名: 苑婷婷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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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女子监狱（郭家村监狱、长春女子监狱、原长春黑嘴子监狱）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富盈路 
       邮编：130000 
        
       邮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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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党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3 

编号: 136588   (序号：84) 
姓名: 黑俊鲜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检察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中华大街 1369 号 柳河县检察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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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荆凤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6 

编号: 136589   (序号：85) 
姓名: 高元娥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法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1077 号   柳河县法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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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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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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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荆凤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6 

编号: 136590   (序号：86) 
姓名: 贾德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法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1077 号   柳河县法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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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荆凤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6 

编号: 136591   (序号：87) 
姓名: 刘凤珍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法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1077 号   柳河县法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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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荆凤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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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592   (序号：88) 
姓名: 吴超（2）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法院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 1077 号   柳河县法院  
       邮编：13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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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荆凤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6 

编号: 136594   (序号：89) 
姓名: 杜宏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南乡派出所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南乡通沟村正东 柳南乡派出所 
       邮编：1353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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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荆凤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6 

编号: 136595   (序号：90) 
姓名: 赵梓寒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南乡派出所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南乡通沟村正东 柳南乡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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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53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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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荆凤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6 

编号: 136596   (序号：91) 
姓名: 任继强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法院 
      地址 1：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江南大街 996 号   通化市中级法院 
       邮编：134000 
        
       地址 2：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滨江东路 2488 号 
       邮编：1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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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荆凤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6 

编号: 136597   (序号：92) 
姓名: 王均红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法院 
      地址 1：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江南大街 996 号   通化市中级法院 
       邮编：134000 
        
       地址 2：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滨江东路 2488 号 
       邮编：1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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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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荆凤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6 

编号: 136598   (序号：93) 
姓名: 郭静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法院 
      地址 1：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江南大街 996 号   通化市中级法院 
       邮编：134000 
        
       地址 2：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滨江东路 2488 号 
       邮编：13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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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荆凤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6 

编号: 136599   (序号：94) 
姓名: 刘明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通化市司法局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 582 号 通化市司法局   
       邮编：134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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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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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荆凤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66 

 


	责任人 - 地区: 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