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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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编号: 133446   (序号：1) 
姓名: 王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政法委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正阳中路 201 号  城阳区政法委 
       邮编：2661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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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即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吉芬、孙策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4 

编号: 133447   (序号：2) 
姓名: 于森思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派出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南流路 297 号  流亭派出所 
       邮编：2661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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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即墨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孙吉芬、孙策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4 

编号: 133540   (序号：3) 
姓名: 张杰（7）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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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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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浮烟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39 

责任系统: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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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41   (序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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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42   (序号：5) 
姓名: 李金艳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5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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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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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79   (序号：6) 
姓名: 王春业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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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春业--2021（第 157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2 

编号: 133780   (序号：7) 
姓名: 宋爱军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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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春业--2021（第 157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2 

编号: 133781   (序号：8) 
姓名: 刘宝东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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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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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春业--2021（第 157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2 

编号: 133782   (序号：9) 
姓名: 孔凡起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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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春业--2021（第 157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2 

编号: 133783   (序号：10) 
姓名: 刘葆荣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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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春业--2021（第 157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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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785   (序号：11) 
姓名: 王万金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盛泉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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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春业--2021（第 157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2 

编号: 133786   (序号：12) 
姓名: 陈永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盛泉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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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春业--2021（第 157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2 

编号: 133787   (序号：13) 
姓名: 刘鹏（5）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盛泉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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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春业--2021（第 157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2 

编号: 133866   (序号：14) 
姓名: 张永强（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政法委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 53 号 天桥区政法委  
       邮编：25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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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晓慧、赵建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3 

编号: 133868   (序号：15) 
姓名: 李彬（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派出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潭东路 5 号  无影山派出所  
       邮编：25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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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晓慧、赵建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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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869   (序号：16) 
姓名: 宋睿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派出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潭东路 5 号  无影山派出所  
       邮编：25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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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晓慧、赵建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3 

编号: 133870   (序号：17) 
姓名: 玄晓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新城派出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新赵路 1738 号 新城派出所 
       邮编：25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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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晓慧、赵建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3 

编号: 133871   (序号：18) 
姓名: 范恒一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新城派出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新赵路 1738 号 新城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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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5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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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晓慧、赵建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3 

编号: 133872   (序号：19) 
姓名: 封政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检察院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 105  天桥区检察院  
       邮编：25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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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晓慧、赵建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3 

编号: 133873   (序号：20) 
姓名: 陈晨（2）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检察院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 105  天桥区检察院  
       邮编：25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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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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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晓慧、赵建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3 

编号: 133875   (序号：21) 
姓名: 孙维民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法院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 110 号 天桥区法院  
       邮编：25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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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晓慧、赵建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3 

编号: 133876   (序号：22) 
姓名: 王勇（9） 
职务: 刑庭副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法院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 110 号 天桥区法院  
       邮编：25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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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晓慧、赵建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3 

编号: 133967   (序号：23) 
姓名: 张勇（9）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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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政法委 
      (市委政法委、610 办) 山东省莱阳市金水路 1 号 421 室   莱阳市政法委 
       邮编：26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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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建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4 

编号: 133968   (序号：24) 
姓名: 张强（3）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市扫黑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政法委 
      (市委政法委、610 办) 山东省莱阳市金水路 1 号 421 室   莱阳市政法委 
       邮编：26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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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建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4 

编号: 134027   (序号：25) 
姓名: 宋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政法委 
      山东省聊城临清市龙华街 5 号  临清市政法委 
       邮编：25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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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清市、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少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0 

编号: 134028   (序号：26) 
姓名: 程爱国（2）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政法委 
      山东省聊城临清市龙华街 5 号  临清市政法委 
       邮编：25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86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东省聊城临清市龙华街 5 号  临清市政法委 
       邮编：25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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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清市、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少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0 

编号: 134029   (序号：27) 
姓名: 梅保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公安局 
      山东省聊城临清市先锋路 1133 号  临清市公安局 
       邮编：25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8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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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临清市、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少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0 

编号: 134030   (序号：28) 
姓名: 杨一岭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公安局 
      山东省聊城临清市先锋路 1133 号  临清市公安局 
       邮编：25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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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临清市、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少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0 

编号: 134031   (序号：29) 
姓名: 孙天勇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检察院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冠宜春西路   冠县检察院 
       邮编：25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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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清市、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少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0 

编号: 134032   (序号：30) 
姓名: 柴海生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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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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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检察院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冠宜春西路   冠县检察院 
       邮编：25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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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清市、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少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0 

编号: 134033   (序号：31) 
姓名: 赵朋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法院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冠宜春东路  冠县法院 
       邮编：25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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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清市、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少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0 

编号: 134034   (序号：32) 
姓名: 户凤英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法院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冠宜春东路  冠县法院 
       邮编：25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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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清市、冠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少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0 

编号: 134168   (序号：33) 
姓名: 叶在生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公安局 
      山东省海阳市济南路 88 号 海阳市公安局 
       邮编：26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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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海阳市迫害梁耀敏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6 

编号: 134169   (序号：34) 
姓名: 王树魁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检察院 
      山东省海阳市龙山街道北京路 83 号 海阳市检察院 
       邮编：26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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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海阳市迫害梁耀敏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6 

编号: 134171   (序号：35) 
姓名: 张玉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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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法院 
      山东省海阳市龙山街道北京路 81 号 海阳市法院 
       邮编：26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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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海阳市迫害梁耀敏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6 

编号: 134172   (序号：36) 
姓名: 杨建平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法院 
      山东省海阳市龙山街道北京路 81 号 海阳市法院 
       邮编：26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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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海阳市迫害梁耀敏等 9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06 

编号: 134348   (序号：37) 
姓名: 欧晓彬，欧晓斌 (音)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院（黄岛开发区法院）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新区）长江中路 190 号 黄岛区法院  
       邮编：2665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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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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晓彬--2021（第 185 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7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薛莲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5 

编号: 134349   (序号：38) 
姓名: 孙杰（2）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 190 号  黄岛区检察院   
       邮编：2665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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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晓彬--2021（第 185 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7 

编号: 134350   (序号：39) 
姓名: 张连杰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检察院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青岛路 101 号 平度市检察院 
       邮编：26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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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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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晓彬--2021（第 185 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7 

编号: 134351   (序号：40) 
姓名: 朱耀华 
职务: 第二检察部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检察院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青岛路 101 号 平度市检察院 
       邮编：26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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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晓彬--2021（第 185 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7 

编号: 134352   (序号：41) 
姓名: 藤勃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泰山路派出所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福州南路 7 号  泰山路派出所 
      邮编：26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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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欧晓彬--2021（第 185 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7 

编号: 134535   (序号：42) 
姓名: 王东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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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公安局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水泊中路 140 号  梁山县公安局  
       邮编: 27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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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黄洪勇 --2021（第 193 号）-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3 

编号: 134536   (序号：43) 
姓名: 耿庆涛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公安局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水泊中路 140 号  梁山县公安局  
       邮编: 27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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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黄洪勇 --2021（第 193 号）-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23 

编号: 134555   (序号：44) 
姓名: 姚晓东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检察院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沭河西大街  临沭县检察院  
       邮编：27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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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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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希贞、张明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4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德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9 

追查山东省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广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2 

编号: 134556   (序号：45) 
姓名: 李正时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检察院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沭河西大街  临沭县检察院  
       邮编：27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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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希贞、张明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4 

编号: 134558   (序号：46) 
姓名: 张星磊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法院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沭河西大街 131 号  临沭县法院 
       邮编：27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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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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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希贞、张明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4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德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9 

追查山东省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广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2 

编号: 134938   (序号：47) 
姓名: 赵旭波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公安局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府前路 2 号  
      邮编：26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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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瑜--2021（第 221 号）-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0 

编号: 134939   (序号：48) 
姓名: 王克宁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公安局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府前路 2 号  
      邮编：26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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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瑜--2021（第 221 号）-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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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152   (序号：49) 
姓名: 常绪扩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政法委 
      山东省泰安市望岳东路 3 号  泰安市委政法委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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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53   (序号：50) 
姓名: 沈利平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检察院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虎山路 37 号 泰山区检察院  
       邮编：271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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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54   (序号：51) 
姓名: 赵晓天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检察院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虎山路 37 号 泰山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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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71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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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55   (序号：52) 
姓名: 沈玉贤 
职务: 刑事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 5 号 泰山区法院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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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56   (序号：53) 
姓名: 张仁岗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 5 号 泰山区法院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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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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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57   (序号：54) 
姓名: 韩萍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 5 号 泰山区法院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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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58   (序号：55) 
姓名: 张兰英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 5 号 泰山区法院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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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59   (序号：56) 
姓名: 周敏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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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 5 号 泰山区法院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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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60   (序号：57) 
姓名: 张晓敏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 5 号 泰山区法院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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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61   (序号：58) 
姓名: 鄂宏超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公安局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龙山路 026 号 肥城市公安局  
       邮编：27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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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62   (序号：59) 
姓名: 纪文达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检察院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龙山路   肥城市检察院 
       邮编：27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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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63   (序号：60) 
姓名: 姚翠霞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检察院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龙山路   肥城市检察院 
       邮编：27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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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64   (序号：61) 
姓名: 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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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新城龙山中路 001 号  肥城市法院  
       邮编：27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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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65   (序号：62) 
姓名: 霍玉君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新城龙山中路 001 号  肥城市法院  
       邮编：27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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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66   (序号：63) 
姓名: 刘光民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新城龙山中路 001 号  肥城市法院  
       邮编：27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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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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67   (序号：64) 
姓名: 王树梅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新城龙山中路 001 号  肥城市法院  
       邮编：27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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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编号: 135168   (序号：65) 
姓名: 李娜（2）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新城龙山中路 001 号  肥城市法院  
       邮编：27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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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俊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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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202   (序号：66) 
姓名: 赵建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凤城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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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华强--2021（第 231 号）- 山东省海阳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00 

编号: 135240   (序号：67) 
姓名: 徐宁（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政法委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索镇镇中心大街 66 号 
      邮编：25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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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41   (序号：68) 
姓名: 孙敬双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公安局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张北路 1866 号   桓台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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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564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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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42   (序号：69) 
姓名: 张晓飞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公安局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张北路 1866 号   桓台县公安局  
       邮编：2564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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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43   (序号：70) 
姓名: 高丽霞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公安局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张北路 1866 号   桓台县公安局  
       邮编：2564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9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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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44   (序号：71) 
姓名: 宋文豪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公安局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张北路 1866 号   桓台县公安局  
       邮编：2564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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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46   (序号：72) 
姓名: 国建良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检察院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中心路 36 号  博山区检察院 
       邮编：25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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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47   (序号：73) 
姓名: 郭颖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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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检察院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中心路 36 号  博山区检察院 
       邮编：25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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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49   (序号：74) 
姓名: 姜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县前街 1 号 博山区法院  
       邮编：25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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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50   (序号：75) 
姓名: 张显营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县前街 1 号 博山区法院  
       邮编：25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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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51   (序号：76) 
姓名: 罗晓庆 
职务: 副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县前街 1 号 博山区法院  
       邮编：25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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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52   (序号：77) 
姓名: 孙菲菲 
职务: 副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县前街 1 号 博山区法院  
       邮编：25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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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53   (序号：78) 
姓名: 习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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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县前街 1 号 博山区法院  
       邮编：25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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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54   (序号：79) 
姓名: 徐瑛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县前街 1 号 博山区法院  
       邮编：25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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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瑞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8 

编号: 135274   (序号：80) 
姓名: 张钿青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检察院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关商务社区 7 号楼  昌乐检察院  
       邮编：26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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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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学军--2021（第 232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5 

编号: 135275   (序号：81) 
姓名: 郭志潍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公安局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关商务社区 8 号楼      昌乐县公安分局   
       邮编：26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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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学军--2021（第 232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姜春华--2022（第 050 号）-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06 

编号: 135276   (序号：82) 
姓名: 高亮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公安局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关商务社区 8 号楼      昌乐县公安分局   
       邮编：26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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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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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学军--2021（第 232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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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姜春华--2022（第 050 号）-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06 

编号: 135277   (序号：83) 
姓名: 宋涛（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公安局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关商务社区 8 号楼      昌乐县公安分局   
       邮编：26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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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学军--2021（第 232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5 

编号: 135278   (序号：84) 
姓名: 陶杰先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公安局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关商务社区 8 号楼      昌乐县公安分局   
       邮编：26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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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学军--2021（第 232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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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279   (序号：85) 
姓名: 吴强（2） 
职务: 辅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公安局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关商务社区 8 号楼      昌乐县公安分局   
       邮编：26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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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学军--2021（第 232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5 

编号: 135281   (序号：86) 
姓名: 王玉仆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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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学军--2021（第 232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姜春华--2022（第 050 号）-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06 

编号: 135283   (序号：87) 
姓名: 魏丰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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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西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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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学军--2021（第 232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5 

编号: 135285   (序号：88) 
姓名: 王新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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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学军--2021（第 232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5 

编号: 135286   (序号：89) 
姓名: 高玉柱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南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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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学军--2021（第 232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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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287   (序号：90) 
姓名: 赵永刚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看守所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水库路   潍坊市看守所 
       邮编：261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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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郑学军--2021（第 232 号）-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55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初立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6 

编号: 135314   (序号：91) 
姓名: 李昌立 
职务: 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公安处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纬五路 13 号  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公安处  
       邮编：250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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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峰、程西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0 

编号: 135316   (序号：92) 
姓名: 赵景来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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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法院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汶源东大街 66 号 莱芜区法院   
       邮编：27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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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峰、程西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0 

编号: 135317   (序号：93) 
姓名: 孟凡云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法院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汶源东大街 66 号 莱芜区法院   
       邮编：27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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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峰、程西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0 

编号: 135318   (序号：94) 
姓名: 亓升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法院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汶源东大街 66 号 莱芜区法院   
       邮编：27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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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峰、程西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0 

编号: 135319   (序号：95) 
姓名: 张瑞亮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法院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汶源东大街 66 号 莱芜区法院   
       邮编：27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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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峰、程西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0 

编号: 135320   (序号：96) 
姓名: 曹凯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法院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汶源东大街 66 号 莱芜区法院   
       邮编：27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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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峰、程西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0 

编号: 135322   (序号：97) 
姓名: 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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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检察院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鹏泉西大街 155 号 莱芜区检察院 
       邮编：27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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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峰、程西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0 

编号: 135323   (序号：98) 
姓名: 刘金国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检察院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鹏泉西大街 155 号 莱芜区检察院 
       邮编：27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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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峰、程西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0 

编号: 135324   (序号：99) 
姓名: 张卫（2） 
职务: 承办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检察院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鹏泉西大街 155 号 莱芜区检察院 
       邮编：27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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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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峰、程西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0 

编号: 135326   (序号：100) 
姓名: 高玉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铁路公安处莱芜东站派出所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大桥北路  莱芜东站派出所  
       邮编：27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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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峰、程西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0 

编号: 135327   (序号：101) 
姓名: 郭靖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铁路公安处莱芜东站派出所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大桥北路  莱芜东站派出所  
       邮编：27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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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峰、程西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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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329   (序号：102) 
姓名: 陈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铁路公安处看守所 
      山东省济南市中区郎茂山路 13 号  济南市铁路看守所  
       邮编：25002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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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尹峰、程西江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40 

编号: 135333   (序号：103) 
姓名: 秦晓龙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岸堤派出所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岸堤镇滨河路 3 号  岸堤镇派出所  
       邮编：27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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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田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6 

编号: 135334   (序号：104) 
姓名: 卜海晶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监狱（山东省第一监狱， 济南男子监狱） 
      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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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信箱：山东省济南市 210 信箱 11 分箱 
       邮编：2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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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田德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6 

编号: 135335   (序号：105) 
姓名: 孙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610 办)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胜利东街市府综合办公楼   潍坊市政法委    
       邮编：261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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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初立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6 

编号: 135337   (序号：106) 
姓名: 刘维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五图派出所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  五图派出所  
       邮编：26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3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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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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38   (序号：107) 
姓名: 郭同忠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山东省青州市益王府南路 青州市法院   
       邮编：262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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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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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39   (序号：108) 
姓名: 李向阳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向阳路 89 号   潍坊市中级法院   
       邮编：261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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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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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40   (序号：109) 
姓名: 何大勇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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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向阳路 89 号   潍坊市中级法院   
       邮编：261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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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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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41   (序号：110) 
姓名: 韩肖肖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向阳路 89 号   潍坊市中级法院   
       邮编：261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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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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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43   (序号：111) 
姓名: 张德胜 
职务: 村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五图街道石人坡村委会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五图街道石人坡村委会  
       邮编：2624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42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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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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44   (序号：112) 
姓名: 刘西亮 
职务: 治保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五图街道石人坡村委会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五图街道石人坡村委会  
       邮编：2624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42 

责任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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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46   (序号：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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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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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47   (序号：114) 
姓名: 刘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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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政法委（峡山开发区政法委）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管委会二楼 207 室  峡山区政法委  
       邮编：2613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82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公安分局（峡山开发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管委会驻地 峡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2613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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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初立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6 

编号: 135348   (序号：115) 
姓名: 王刚（7） 
职务: 原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政法委（峡山开发区政法委）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管委会二楼 207 室  峡山区政法委  
       邮编：2613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82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公安分局（峡山开发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管委会驻地 峡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2613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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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初立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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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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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349   (序号：116) 
姓名: 曲乐众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公安分局（峡山开发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管委会驻地 峡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2613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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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初立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6 

编号: 135350   (序号：117) 
姓名: 王玉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太保庄派出所（峡山开发区分局太保庄派出所）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太保庄街道  太保庄派出所   
       邮编：26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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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初立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6 

编号: 135351   (序号：118) 
姓名: 蒋玉美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检察院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长宁街 73 号  坊子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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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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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6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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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初立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26 

编号: 135365   (序号：119) 
姓名: 季兴锋 
职务: 综治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政法委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城区北城新区县政府 1 号楼 116 室   莒南县政法委  
       邮编：27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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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德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9 

编号: 135367   (序号：120) 
姓名: 王波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城西派出所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城滨海路 77 号  城西派出所 
       邮编：276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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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德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9 

追查山东省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广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2 

编号: 135368   (序号：121) 
姓名: 杨明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政法委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城沭新东街 7 号  临沭县政法委 
       邮编：27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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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德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9 

追查山东省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广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2 

编号: 135369   (序号：122) 
姓名: 王健（5）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检察院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沭河西大街  临沭县检察院  
       邮编：27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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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德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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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370   (序号：123) 
姓名: 吴淑芳 
职务: 主审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法院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沭河西大街 131 号  临沭县法院 
       邮编：27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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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毛德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9 

编号: 135517   (序号：124) 
姓名: 岳磊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政法委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城沭新东街 7 号  临沭县政法委 
       邮编：27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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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广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2 

编号: 135518   (序号：125) 
姓名: 朱璐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检察院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沭河西大街  临沭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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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7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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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广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2 

编号: 135519   (序号：126) 
姓名: 刘艳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检察院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沭河西大街  临沭县检察院  
       邮编：27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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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广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2 

编号: 135520   (序号：127) 
姓名: 禚山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法院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沭河西大街 131 号  临沭县法院 
       邮编：27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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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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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广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2 

编号: 135521   (序号：128) 
姓名: 王云（2）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法院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沭河西大街 131 号  临沭县法院 
       邮编：27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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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莒南县、临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广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472 

编号: 135526   (序号：129) 
姓名: 刘挥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共青团路 2 号  平原县公安局 
       邮编：25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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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挥军 --2022（第 002 号）-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4 

编号: 135527   (序号：130) 
姓名: 王洪江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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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共青团路 2 号  平原县公安局 
       邮编：25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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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挥军 --2022（第 002 号）-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4 

编号: 135528   (序号：131) 
姓名: 姚甲凯 
职务: 国保大队小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共青团路 2 号  平原县公安局 
       邮编：253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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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挥军 --2022（第 002 号）-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4 

编号: 135529   (序号：132) 
姓名: 邵浩浩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长河大道 198 号  德州市公安局 
      邮编：253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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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挥军 --2022（第 002 号）-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4 

编号: 135530   (序号：133) 
姓名: 孙传平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长河大道 198 号  德州市公安局 
      邮编：253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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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挥军 --2022（第 002 号）-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4 

编号: 135531   (序号：134) 
姓名: 杨龙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看守所 
      山东省德州市德州经济开发区宋官屯镇老义和庄  德州市看守所 
       邮编：2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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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挥军 --2022（第 002 号）-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50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 王乐亮--2022（第 012 号）-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莒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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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612   (序号：135) 
姓名: 王乐亮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莒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1 

责任系统: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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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乐亮--2022（第 012 号）-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莒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9 

编号: 135614   (序号：136) 
姓名: 孔旭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琉璃寺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3 

责任系统: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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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乐亮--2022（第 012 号）-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莒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9 

编号: 135615   (序号：137) 
姓名: 窦彬德 
职务: 政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公安局 
      山东德州禹城市行政街 171 号  禹城市公安局 
      邮编：25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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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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 王乐亮--2022（第 012 号）-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莒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9 

编号: 135616   (序号：138) 
姓名: 孙现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1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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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乐亮--2022（第 012 号）-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莒镇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09 

编号: 135645   (序号：139) 
姓名: 董维通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派出所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宋家村 427 号  岭子派出所 
       邮编：2551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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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7 

编号: 135647   (序号：140) 
姓名: 于青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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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文昌湖分局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鲁中机动车教考中心院内 7 号楼   文昌湖分局  
       邮编：2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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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7 

编号: 135649   (序号：141) 
姓名: 岳卫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区商家派出所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区商家镇鲁中教考中心 3 号门西   商家派出所  
       邮编：2551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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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7 

编号: 135650   (序号：142) 
姓名: 张斌（4）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区商家派出所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区商家镇鲁中教考中心 3 号门西   商家派出所  
       邮编：2551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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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7 

编号: 135651   (序号：143) 
姓名: 刘德尧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区商家派出所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区商家镇鲁中教考中心 3 号门西   商家派出所  
       邮编：2551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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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7 

编号: 135652   (序号：144) 
姓名: 白亮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检察院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般阳路 42 号  淄川区检察院  
       邮编：2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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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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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653   (序号：145) 
姓名: 张传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淄城东路 9 号  淄川区法院  
       邮编：2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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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7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学员王丽、崔红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9 

编号: 135654   (序号：146) 
姓名: 赵成刚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淄城东路 9 号  淄川区法院  
       邮编：2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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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7 

编号: 135655   (序号：147) 
姓名: 王桂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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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淄博市看守所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付家镇  淄博市看守所 
       邮编：255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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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淄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姚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7 

编号: 135694   (序号：148) 
姓名: 丁彩彩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检察院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北京东路 228 号   胶州市检察院   
       邮编：26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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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宝功 --2022（第 017 号）-山东省胶州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68 

编号: 135695   (序号：149) 
姓名: 秦红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政法委 
      山东省胶州市北京路 1 号市级机关办公大楼  胶州市政法委   
       邮编：26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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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宝功 --2022（第 017 号）-山东省胶州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68 

编号: 135696   (序号：150) 
姓名: 苏延晓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看守所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杜村镇  胶州市看守所  
       邮编：2663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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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宝功 --2022（第 017 号）-山东省胶州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68 

编号: 135905   (序号：151) 
姓名: 李国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政法委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东方红西路 1378 号区委综合楼  德城区政法委  
       邮编：253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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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编号: 135906   (序号：152) 
姓名: 田正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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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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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局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东风东路 1227 号  德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53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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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编号: 135907   (序号：153) 
姓名: 段惠娟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东风东路 1227 号  德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53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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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编号: 135908   (序号：154) 
姓名: 滕兆强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东风东路 1227 号  德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53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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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编号: 135909   (序号：155) 
姓名: 戴志军 
职务: 检察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检察院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湖滨北大道 376 号  德城区检察院 
      邮编：2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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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编号: 135910   (序号：156) 
姓名: 韩秀海 
职务: 院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湖滨北大道 235 号  德城区法院  
       邮编：2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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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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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911   (序号：157) 
姓名: 王建勇 
职务: 院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湖滨北大道 235 号  德城区法院  
       邮编：2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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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编号: 135912   (序号：158) 
姓名: 乔桂芹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湖滨北大道 235 号  德城区法院  
       邮编：2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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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编号: 135913   (序号：159) 
姓名: 高志刚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德兴中大道 912 号  德州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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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53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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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编号: 135914   (序号：160) 
姓名: 李朝辉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德兴中大道 912 号  德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253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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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编号: 135915   (序号：161) 
姓名: 张博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德兴中大道 912 号  德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253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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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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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世英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72 

编号: 135967   (序号：162) 
姓名: 刘清伟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检察院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密州东路 77 号    
       邮编：26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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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清伟--2022（第 035 号）-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5 

编号: 135968   (序号：163) 
姓名: 刘术勤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公安局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兴华东路 35 号  诸城市公安局 
       邮编：26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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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清伟--2022（第 035 号）-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55 

编号: 136122   (序号：164) 
姓名: 张国洲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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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济宁市政法委 
      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红星中路  济宁市政法委  
       邮编：27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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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宋成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7 

编号: 136124   (序号：165) 
姓名: 张德智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任城大道 166 号   任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7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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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宋成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7 

编号: 136125   (序号：166) 
姓名: 于勇波 
职务: 办案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任城大道 166 号   任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7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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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济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宋成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7 

编号: 136126   (序号：167) 
姓名: 李娜（3）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检察院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常青路 27 号   任城区检察院   
       邮编：2721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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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宋成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7 

编号: 136127   (序号：168) 
姓名: 王斌（2）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法院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洸河路西 任城区人民法院   
       邮编：27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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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宋成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7 

编号: 136128   (序号：169) 
姓名: 杨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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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法院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洸河路西 任城区人民法院   
       邮编：27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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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宋成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7 

编号: 136129   (序号：170) 
姓名: 高春明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法院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洸河路西 任城区人民法院   
       邮编：27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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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宋成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7 

编号: 136130   (序号：171) 
姓名: 李文静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法院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洸河路西 任城区人民法院   
       邮编：27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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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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宋成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7 

编号: 136131   (序号：172) 
姓名: 于健淞 
职务: 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法院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吴泰闸路 7 号 济宁市中级法院  
       邮编：27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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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宋成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7 

编号: 136180   (序号：173) 
姓名: 郭晓晖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公安分局（青岛市开发区公安分局、黄岛开发区公安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 357 号  黄岛区公安局 
       邮编：2665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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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迪-2022（第 047 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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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薛莲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5 

编号: 136181   (序号：174) 
姓名: 孙磊（2）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公安分局（青岛市开发区公安分局、黄岛开发区公安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 357 号  黄岛区公安局 
       邮编：2665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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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迪-2022（第 047 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4 

编号: 136182   (序号：175) 
姓名: 蒋兴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隐珠派出所（胶南市隐珠镇派出所） 
      山东省青岛市胶南市南海路 8 号 
       邮编：26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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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迪-2022（第 047 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4 

编号: 136184   (序号：176) 
姓名: 高德绪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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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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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迪-2022（第 047 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74 

编号: 136194   (序号：177) 
姓名: 唐亮 
职务: 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检察院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福寿东街 203 号  奎文区检察院  
       邮编：261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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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亮--2022（第 049 号）-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90 

编号: 136195   (序号：178) 
姓名: 王凤梅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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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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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亮--2022（第 049 号）-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90 

编号: 136196   (序号：179) 
姓名: 付向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向阳路 175 号  潍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261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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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亮--2022（第 049 号）-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90 

编号: 136208   (序号：180) 
姓名: 姜春华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山东省青州市益王府南路 青州市法院   
       邮编：262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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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姜春华--2022（第 050 号）-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06 

编号: 136209   (序号：181) 
姓名: 张佃青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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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检察院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城关商务社区 7 号楼  昌乐检察院  
       邮编：26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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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姜春华--2022（第 050 号）-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06 

编号: 136210   (序号：182) 
姓名: 张述谦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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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姜春华--2022（第 050 号）-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06 

编号: 136226   (序号：183) 
姓名: 荣垂功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法院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曙光街 277 号     东阿县法院  
       邮编：25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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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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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荣垂功 --2022（第 052 号）-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8 

编号: 136227   (序号：184) 
姓名: 岳宗恩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公安局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古楼西路 173 号  
       邮编：25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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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荣垂功 --2022（第 052 号）-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8 

编号: 136228   (序号：185) 
姓名: 赵景海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公安局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古楼西路 173 号  
       邮编：25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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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荣垂功 --2022（第 052 号）-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8 

编号: 136229   (序号：186) 
姓名: 于金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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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公安局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古楼西路 173 号  
       邮编：25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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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荣垂功 --2022（第 052 号）-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8 

编号: 136230   (序号：187) 
姓名: 华兴刚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公安局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古楼西路 173 号  
       邮编：25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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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荣垂功 --2022（第 052 号）-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8 

编号: 136232   (序号：188) 
姓名: 任强（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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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荣垂功 --2022（第 052 号）-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8 

编号: 136233   (序号：189) 
姓名: 姜建国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政法委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金城路 73 号  县政法委 
       邮编: 252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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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荣垂功 --2022（第 052 号）-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18 

编号: 136354   (序号：190) 
姓名: 田越洋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府前大道 929 号    章丘区法院  
       邮编：2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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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越洋--2022（第 058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2 

编号: 136355   (序号：191) 
姓名: 张红广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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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检察院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府前大道 1095 号   章丘区检察院  
       邮编：2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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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越洋--2022（第 058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2 

编号: 136356   (序号：192) 
姓名: 王纯阁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开先大道 1277 号     章丘区公安分局   
       邮编：2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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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越洋--2022（第 058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2 

编号: 136357   (序号：193) 
姓名: 王兆庆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开先大道 1277 号     章丘区公安分局   
       邮编：2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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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越洋--2022（第 058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2 

编号: 136359   (序号：194) 
姓名: 张秉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分局双山第一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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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越洋--2022（第 058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2 

编号: 136360   (序号：195) 
姓名: 魏志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政法委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府前大道 287 号龙泉大厦 10 楼东南区 10009 室  章丘区政法委    
       邮编：25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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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越洋--2022（第 058 号）-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12 

编号: 136501   (序号：196) 
姓名: 孙勤伟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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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大珠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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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薛莲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5 

编号: 136502   (序号：197) 
姓名: 张敬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大珠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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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薛莲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5 

编号: 136503   (序号：198) 
姓名: 尹成淼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院（黄岛开发区法院）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新区）长江中路 190 号 黄岛区法院  
       邮编：2665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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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薛莲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5 

编号: 136504   (序号：199) 
姓名: 刘静（3）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法院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东海东路 99 号  青岛市中级法院 
       邮编：266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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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薛莲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5 

编号: 136505   (序号：200) 
姓名: 栾树君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法院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东海东路 99 号  青岛市中级法院 
       邮编：266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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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薛莲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05 

编号: 136621   (序号：201) 
姓名: 高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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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政法委 
      山东省青岛市北区延吉路 80 号  市北区政法委 
      邮编：2660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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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培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40 

编号: 136622   (序号：202) 
姓名: 孙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辽宁路派出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青城路 36 号  辽宁路派出所 
       邮编：266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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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培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40 

编号: 136624   (序号：203) 
姓名: 高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6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第二看守所 
      山东省即墨市普东镇驻地北侧  青岛市第二看守所  
       邮编：26623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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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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培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540 

 


	责任人 - 地区: 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