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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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编号: 133632   (序号：1) 
姓名: 霍彪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柴家什字 88 号   莲湖区法院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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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霍彪--2021（第 155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11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红、董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17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小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6 

编号: 133634   (序号：2) 
姓名: 赵海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莲花池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大莲花池街 30 号  大莲花池街派出所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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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霍彪--2021（第 155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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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小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6 

编号: 133635   (序号：3) 
姓名: 马聪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莲花池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大莲花池街 30 号  大莲花池街派出所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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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霍彪--2021（第 155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11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小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6 

编号: 133636   (序号：4) 
姓名: 张艳华 
职务: 检察官、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药王洞 49 号  莲湖区检察院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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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霍彪--2021（第 155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11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小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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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799   (序号：5) 
姓名: 何志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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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何志义--2021（第 159 号）- 陕西省富平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93 

编号: 133800   (序号：6) 
姓名: 王天良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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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何志义--2021（第 159 号）- 陕西省富平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93 

编号: 133801   (序号：7) 
姓名: 杜银虎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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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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何志义--2021（第 159 号）- 陕西省富平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93 

编号: 133803   (序号：8) 
姓名: 徐佳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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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何志义--2021（第 159 号）- 陕西省富平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93 

编号: 133927   (序号：9) 
姓名: 魏养毅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政法委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街道东大街 84 号 临潼区政法委  
       邮编：71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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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3 

编号: 133928   (序号：10) 
姓名: 高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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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南大街周家场 5 号   临潼区公安分局 
       邮编：71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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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3 

编号: 133930   (序号：11) 
姓名: 刘瑞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灞柳二路 699 号 灞桥区检察院 
       邮编：71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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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3 

编号: 133931   (序号：12) 
姓名: 苏涤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灞柳二路 699 号 灞桥区检察院 
       邮编：71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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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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3 

编号: 133932   (序号：13) 
姓名: 刘虎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灞柳二路 699 号 灞桥区检察院 
       邮编：71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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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3 

编号: 133934   (序号：14) 
姓名: 陈学义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放一路 668 号  灞桥区法院 
       邮编：71003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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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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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935   (序号：15) 
姓名: 段文文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放一路 668 号  灞桥区法院 
       邮编：71003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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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3 

编号: 133937   (序号：16) 
姓名: 鬲军宽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华清派出所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南大街 59 号 华清派出所 
       邮编：71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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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金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3 

编号: 133953   (序号：17) 
姓名: 李林岐 
职务: 副局长（主管国保）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公安局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风鸣西路 15 号     岐山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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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2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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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迫害沈红奇、徐明侠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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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54   (序号：18) 
姓名: 于文锁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公安局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风鸣西路 15 号     岐山县公安局  
       邮编：72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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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迫害沈红奇、徐明侠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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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56   (序号：19) 
姓名: 罗小锋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代家湾行政中心 3 号楼    宝鸡市中级法院 
       邮编：721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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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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迫害沈红奇、徐明侠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6 

编号: 133980   (序号：20) 
姓名: 韩根才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杨凌监狱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滨河东路 2 号  杨凌监狱 
       邮编：712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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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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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81   (序号：21) 
姓名: 黄晖（2）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公安局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风鸣西路 15 号     岐山县公安局  
       邮编：72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9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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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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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852   (序号：22) 
姓名: 杨引 
职务: 代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检察院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玉泉东路 20 号    秦都区检察院   
       邮编：71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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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郝成院--2021（第 21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0 

编号: 134854   (序号：23) 
姓名: 冯耀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彩虹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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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郝成院--2021（第 21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0 

编号: 134855   (序号：24) 
姓名: 魏光荣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彩虹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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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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郝成院--2021（第 21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0 

编号: 134857   (序号：25) 
姓名: 陈万峰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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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郝成院--2021（第 216 号）-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40 

编号: 135169   (序号：26) 
姓名: 羊国义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政法委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宝光路 46 号 渭滨区政法委   
       邮编：7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5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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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71   (序号：27) 
姓名: 郭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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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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72   (序号：28) 
姓名: 汪红波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峪泉路 66 号   渭滨区公安分局  
       邮编：7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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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73   (序号：29) 
姓名: 张晓辉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政法委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金台大道 8 号 金台区政法委 
       邮编：721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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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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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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74   (序号：30) 
姓名: 赵胜利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长青路 58 号  金台区公安分局  
       邮编：72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8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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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76   (序号：31) 
姓名: 周喜玲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检察院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东风路 9 号   金台区检察院  
       邮编：7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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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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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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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177   (序号：32) 
姓名: 李子瑾 
职务: 检察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检察院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东风路 9 号   金台区检察院  
       邮编：7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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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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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79   (序号：33) 
姓名: 赵敦世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中山西路 203 号  金台区法院  
       邮编：72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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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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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80   (序号：34) 
姓名: 韩宏哲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中山西路 203 号  金台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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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2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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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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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81   (序号：35) 
姓名: 王芳霞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中山西路 203 号  金台区法院  
       邮编：72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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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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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82   (序号：36) 
姓名: 华国强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中山西路 203 号  金台区法院  
       邮编：72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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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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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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83   (序号：37) 
姓名: 李龙飞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法院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中山西路 203 号  金台区法院  
       邮编：72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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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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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84   (序号：38) 
姓名: 辛宁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第二看守所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宝平路 28 号 宝鸡市第二看守所  
       邮编；721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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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58   (序号：39) 
姓名: 郭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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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政法委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东大街 7 号 鄠邑区政法委  
       邮编：71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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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红、董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17 

编号: 135260   (序号：40) 
姓名: 王庭渊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甘亭镇政法路 12 号 鄠邑区公安分局  
       邮编：71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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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红、董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17 

编号: 135288   (序号：41) 
姓名: 陈博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药王洞 49 号  莲湖区检察院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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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编号: 135290   (序号：42) 
姓名: 胡晓静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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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编号: 135291   (序号：43) 
姓名: 孙佰鸣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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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编号: 135293   (序号：44) 
姓名: 朱安毅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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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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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编号: 135294   (序号：45) 
姓名: 薛星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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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编号: 135296   (序号：46) 
姓名: 吴洲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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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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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297   (序号：47) 
姓名: 杨继荣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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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编号: 135298   (序号：48) 
姓名: 曹亮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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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编号: 135300   (序号：49) 
姓名: 陈志坤 
职务: 六车队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交集团第六分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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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编号: 135301   (序号：50) 
姓名: 王耀 
职务: 六车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交集团第六分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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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编号: 135302   (序号：51) 
姓名: 李云龙 
职务: 六车队 236 路公交司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交集团第六分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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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编号: 135303   (序号：52) 
姓名: 苏俊杰 
职务: 六车队 207 路公交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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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交集团第六分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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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编号: 135305   (序号：53) 
姓名: 陈建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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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博--2021（第 233 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6 

编号: 135507   (序号：54) 
姓名: 穆宁谦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政法委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平安巷与人民街交叉路口北  淳化县委政法委 
       邮编：71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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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鹏、王钰超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4 

编号: 135508   (序号：55) 
姓名: 王苗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政法委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平安巷与人民街交叉路口北  淳化县委政法委 
       邮编：71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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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鹏、王钰超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4 

编号: 135510   (序号：56) 
姓名: 李西海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公安局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正街平安巷  淳化县公安局  
       邮编：71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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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鹏、王钰超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4 

编号: 135512   (序号：57) 
姓名: 刘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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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看守所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  淳化县看守所  
       邮编：71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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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鹏、王钰超等 4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4 

编号: 135853   (序号：58) 
姓名: 平静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北路 331 号  雁塔区检察院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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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平静 --2022（第 028 号）-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40 

编号: 135854   (序号：59) 
姓名: 马惠民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雁塔区翠华路 121 号  雁塔区公安局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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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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平静 --2022（第 028 号）-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40 

编号: 135855   (序号：60) 
姓名: 乔军锋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公安分局 
      陕西省西安雁塔区翠华路 121 号  雁塔区公安局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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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平静 --2022（第 028 号）-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40 

编号: 135857   (序号：61) 
姓名: 李刚（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昆明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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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平静 --2022（第 028 号）-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40 

编号: 135858   (序号：62) 
姓名: 杨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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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政法委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 168 号 区政府北院 5 号楼 2 层  区政法委 
       邮编：71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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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平静 --2022（第 028 号）-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40 

编号: 135859   (序号：63) 
姓名: 姚甫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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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平静 --2022（第 028 号）-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40 

编号: 136498   (序号：64) 
姓名: 王岩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政法委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红埠街 33 号 莲湖区政法委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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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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小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6 

编号: 136499   (序号：65) 
姓名: 张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 163 号 莲湖公安分局 
       邮编：71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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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雷小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6 

 


	责任人 - 地区: 陕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