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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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编号: 133736   (序号：1) 
姓名: 李凤祥（2）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大街 60 号   松山区法院  
       邮编：0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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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振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87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段莲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69 

编号: 133737   (序号：2) 
姓名: 银磊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大街 60 号   松山区法院  
       邮编：0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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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振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87 

编号: 133940   (序号：3) 
姓名: 李文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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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铁西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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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明--2021（第 165 号）-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铁西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3 

编号: 133941   (序号：4) 
姓名: 杨文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小城子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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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明--2021（第 165 号）-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铁西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3 

编号: 133942   (序号：5) 
姓名: 张文泽（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政法委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大宁路  宁城县政法委 
      邮编：0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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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明--2021（第 165 号）-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铁西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骞风勇--2022（第 026 号）-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3 

编号: 133943   (序号：6) 
姓名: 郭向东 
职务: 代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哈河大街 40 号  宁城县检察院 
      邮编：0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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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明--2021（第 165 号）-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铁西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3 

编号: 133944   (序号：7) 
姓名: 宋阿弟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哈河大街 40 号  宁城县检察院 
      邮编：0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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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文明--2021（第 165 号）-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铁西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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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752   (序号：8) 
姓名: 徐剑峰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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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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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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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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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753   (序号：9) 
姓名: 孟凡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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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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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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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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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754   (序号：10) 
姓名: 韩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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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政法委 
      （旗政法委 旗 610）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契丹大街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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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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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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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755   (序号：11) 
姓名: 黄海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看守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东段 巴林左旗看守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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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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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837   (序号：12) 
姓名: 杨晓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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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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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骞风勇--2022（第 026 号）-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3 

编号: 135838   (序号：13) 
姓名: 张明岐 
职务: 监管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看守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看守所  
       邮编：0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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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骞风勇--2022（第 026 号）-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3 

编号: 135847   (序号：14) 
姓名: 邢晓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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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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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彩军--2022（第 027 号）-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39 

编号: 135848   (序号：15) 
姓名: 郑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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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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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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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849   (序号：16) 
姓名: 孙海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玉龙大街 66 号  赤峰市公安局  
       邮编：024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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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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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850   (序号：17) 
姓名: 苗秀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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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政法委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乌丹路  旗政法委 
       邮编：024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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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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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852   (序号：18) 
姓名: 崔彦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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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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