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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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编号: 133654   (序号：1) 
姓名: 杨蒈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政法委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果城路 13 号  顺庆区政法委   
       邮编：6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47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55   (序号：2) 
姓名: 李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西城派出所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红花街 39 号  西城派出所  
       邮编：6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16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56   (序号：3) 
姓名: 何晓荣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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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检察院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环峰路 159 号  顺庆区检察院  
       邮编：6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469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检察院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长宁街 27 号 嘉陵区检察院 
       邮编：6379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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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57   (序号：4) 
姓名: 邹九九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法院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文化路 92 号  顺庆区法院  
       邮编：6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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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58   (序号：5) 
姓名: 王瑞江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法院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文化路 92 号  顺庆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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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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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59   (序号：6) 
姓名: 杨敏（2）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法院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金泉路 268 号  南充市中级法院  
       邮编：6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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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61   (序号：7) 
姓名: 秦克平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乐山嘉洲监狱 
      四川省乐山市中区全福镇 
       通信地址：四川省乐山市 1 号信箱一分箱  
       邮编：614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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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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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追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巧莉姐弟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7 

编号: 133662   (序号：8) 
姓名: 张学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政法委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同庆路 1 号  嘉陵区政法委  
       邮编：6379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48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64   (序号：9) 
姓名: 张晓天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耀目路二段 67 号 嘉陵区公安局  
       邮编：6379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66   (序号：10) 
姓名: 王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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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龙蟠镇派出所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龙蟠镇高坪宫村 1 组 3 号  龙蟠镇派出所  
       邮编：63797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67   (序号：11) 
姓名: 杨志亮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龙蟠镇派出所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龙蟠镇高坪宫村 1 组 3 号  龙蟠镇派出所  
       邮编：63797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68   (序号：12) 
姓名: 鲜挺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龙蟠镇派出所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龙蟠镇高坪宫村 1 组 3 号  龙蟠镇派出所  
       邮编：63797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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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70   (序号：13) 
姓名: 杨敏（3）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检察院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长宁街 27 号 嘉陵区检察院 
       邮编：6379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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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71   (序号：14) 
姓名: 秦占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检察院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长宁街 27 号 嘉陵区检察院 
       邮编：6379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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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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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673   (序号：15) 
姓名: 王贵平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法院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长宁街 41 号 嘉陵区人民法院 
       邮编：6379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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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74   (序号：16) 
姓名: 梁远文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法院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长宁街 41 号 嘉陵区人民法院 
       邮编：6379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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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75   (序号：17) 
姓名: 龚祥 
职务: 刑事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法院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长宁街 41 号 嘉陵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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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379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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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76   (序号：18) 
姓名: 周明君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法院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长宁街 41 号 嘉陵区人民法院 
       邮编：6379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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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677   (序号：19) 
姓名: 周雪梅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法院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长宁街 41 号 嘉陵区人民法院 
       邮编：6379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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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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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章军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644 

编号: 133722   (序号：20) 
姓名: 陈辉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红星街 95 号 涪城区公安分局 
       邮编：6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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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光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10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辉--2021（第 163 号）- 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1 

编号: 133723   (序号：21) 
姓名: 王智君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检察院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红星街 86 号  涪城区检察院  
       邮编：6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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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光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10 

编号: 133724   (序号：22) 
姓名: 唐光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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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法院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绵安路 43 号 涪城区法院 
       邮编：6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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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光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10 

编号: 133725   (序号：23) 
姓名: 李春梅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法院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绵安路 43 号 涪城区法院 
       邮编：62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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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光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10 

编号: 133726   (序号：24) 
姓名: 陈志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中路 1 号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61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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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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廖光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10 

编号: 133838   (序号：25) 
姓名: 钟国鑫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钟国鑫--2021（第 162 号）-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肖家河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0 

编号: 133839   (序号：26) 
姓名: 孙威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钟国鑫--2021（第 162 号）-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肖家河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0 

编号: 133840   (序号：27) 
姓名: 杨天敏 
职务: 政经文保署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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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 18 号 
      邮编: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钟国鑫--2021（第 162 号）-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肖家河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0 

编号: 133841   (序号：28) 
姓名: 李伟（3） 
职务: 区党工委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政法委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十八号高新国际广场 A 座 11 楼，高新区政法委 
       邮编：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6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钟国鑫--2021（第 162 号）-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肖家河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0 

编号: 133842   (序号：29) 
姓名: 吴畏（2） 
职务: 第一检察部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晖北路 99 号  
      邮编 : 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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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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钟国鑫--2021（第 162 号）-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肖家河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0 

编号: 133843   (序号：30) 
姓名: 原红旗 
职务: 第一检察部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晖北路 99 号  
      邮编 : 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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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钟国鑫--2021（第 162 号）-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肖家河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0 

编号: 133844   (序号：31) 
姓名: 罗洁（2） 
职务: 第二检察部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晖北路 99 号  
      邮编 : 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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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钟国鑫--2021（第 162 号）-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肖家河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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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906   (序号：32) 
姓名: 李继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派出所 
      地址 1：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囗路 278 号附 16  茶店子派出所 
       邮编：610031 
        
       地址 2：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北街  茶店子派出所 
       邮编：6100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5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毛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92 

编号: 133907   (序号：33) 
姓名: 孟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派出所 
      地址 1：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囗路 278 号附 16  茶店子派出所 
       邮编：610031 
        
       地址 2：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北街  茶店子派出所 
       邮编：61003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5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毛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92 

编号: 133908   (序号：34) 
姓名: 李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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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九里堤星科路 3 号  金牛区检察院 
       邮编：61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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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毛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92 

编号: 133912   (序号：35) 
姓名: 赵小林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小鱼洞派出所 
      四川成都彭州市小鱼洞镇 小鱼洞派出所  
       邮编：6119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1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宁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1 

编号: 133914   (序号：36) 
姓名: 潘波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新兴派出所 
      四川彭州市新兴镇兴阳路 205 号 新兴派出所  
       邮编：6119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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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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宁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1 

编号: 133915   (序号：37) 
姓名: 李刚（6）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莲桂南路 66 号   锦江公安分局  
       邮编：61006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宁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1 

编号: 133917   (序号：38) 
姓名: 余培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路派出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枫香街 39 号 成龙路派出所  
       邮编：61006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1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宁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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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919   (序号：39) 
姓名: 李小松 
职务: 党工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街道办事处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枫树街 1299 号  成龙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61006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18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宁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1 

编号: 133921   (序号：40) 
姓名: 孟再群 
职务: 社区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街道卓锦城社区居委会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枫树街 2 号曼购中心一楼  卓锦城社区居委会 
       邮编：61006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0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宁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1 

编号: 133922   (序号：41) 
姓名: 刘浩宏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街道卓锦城社区居委会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枫树街 2 号曼购中心一楼  卓锦城社区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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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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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06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0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宁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851 

编号: 134070   (序号：42) 
姓名: 吴贤江 
职务: 防范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 215 号 都江堰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都江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甘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3 

编号: 134071   (序号：43) 
姓名: 杨才发 
职务: 防范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 215 号 都江堰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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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都江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甘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3 

编号: 134073   (序号：44) 
姓名: 董皞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幸福派出所（原太平街派出所） 
      四川省都江堰市太东巷 21 号 幸福派出所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都江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甘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3 

编号: 134074   (序号：45) 
姓名: 周勤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幸福派出所（原太平街派出所） 
      四川省都江堰市太东巷 21 号 幸福派出所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都江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甘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3 

编号: 134076   (序号：46) 
姓名: 刘飞（4）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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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向峨乡派出所（蒲阳派出所） 
      四川省都江堰市蒲阳街道泰兴大道 4 号 蒲阳派出所 
       邮编：611833 
        
       （从 2020 年 10 月 1 日开始 原向峨派出所与原蒲阳派出所合并设立蒲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都江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甘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3 

编号: 134077   (序号：47) 
姓名: 任开志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岷江路 188 号  都江堰市检察院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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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都江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甘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3 

编号: 134078   (序号：48) 
姓名: 郭灵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岷江路 188 号  都江堰市检察院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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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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都江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甘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3 

编号: 134079   (序号：49) 
姓名: 邱静文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岷江路 188 号  都江堰市检察院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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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都江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甘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3 

编号: 134081   (序号：50) 
姓名: 王强（4）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法院 
      四川省都江堰大道 297 号 都江堰市法院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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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都江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甘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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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082   (序号：51) 
姓名: 袁兴文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法院 
      四川省都江堰大道 297 号 都江堰市法院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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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都江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甘雪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003 

编号: 134281   (序号：52) 
姓名: 李兴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派出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双安西巷 1 号 红牌楼派出所  
       邮编：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1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8 

编号: 134282   (序号：53) 
姓名: 丛林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二路 5 号  武侯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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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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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8 

编号: 134283   (序号：54) 
姓名: 吕瑶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菊乐路 216 号  成都市检察院  
       邮编：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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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8 

编号: 134285   (序号：55) 
姓名: 汪福聪 
职务: 党工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西安路街道办事处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西安路街道西安中路五巷三号 西安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610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4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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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8 

编号: 134286   (序号：56) 
姓名: 朱开明 
职务: 办事处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西安路街道办事处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西安路街道西安中路五巷三号 西安路街道办事处 
       邮编：6100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4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8 

编号: 134287   (序号：57) 
姓名: 欧维勤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西安路派出所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西安北路 108 号  西安路派出所  
       邮编：61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8 

编号: 134289   (序号：58) 
姓名: 白刚毅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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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琴南路社区居委会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抚琴西路南一巷 1 号  金琴南路社区居委会  
       邮编：61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8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8 

编号: 134290   (序号：59) 
姓名: 陈世君 
职务: 居委会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琴南路社区居委会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抚琴西路南一巷 1 号  金琴南路社区居委会  
       邮编：6100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8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静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58 

编号: 134385   (序号：60) 
姓名: 刘洋杉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公安局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 2 段 3 号新 28 号   成华区公安分局  
       邮编：61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1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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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伟、艾朝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5 

编号: 134386   (序号：61) 
姓名: 王敏眉 
职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北路三段 255 号 成华区检察院 
       邮编：61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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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伟、艾朝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5 

编号: 134387   (序号：62) 
姓名: 朱远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北路三段 255 号 成华区检察院 
       邮编：61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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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伟、艾朝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5 

编号: 134388   (序号：63) 
姓名: 蒋晓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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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法院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北路三段 36 号 成华区法院  
       邮编：61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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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伟、艾朝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5 

编号: 134389   (序号：64) 
姓名: 秦学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法院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北路三段 36 号 成华区法院  
       邮编：61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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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伟、艾朝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05 

编号: 134504   (序号：65) 
姓名: 卜铭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晋阳派出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吉福南路 9 号 晋阳派出所  
       邮编：61004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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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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华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0 

编号: 134505   (序号：66) 
姓名: 姜梦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二路 5 号  武侯区检察院  
       邮编：6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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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华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0 

编号: 134506   (序号：67) 
姓名: 唐卫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法院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潮音路 6 号  武侯区法院 
       邮编：6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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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华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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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507   (序号：68) 
姓名: 姚庭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法院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潮音路 6 号  武侯区法院 
       邮编：6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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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华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0 

编号: 134509   (序号：69) 
姓名: 杨峰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青岗镇派出所 
      四川遂宁市射洪市青岗镇三官村九组  青岗镇派出所 
       邮编：629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华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90 

编号: 134583   (序号：70) 
姓名: 李光桥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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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榕山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伟--2021（第 196 号）-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2 

编号: 134584   (序号：71) 
姓名: 徐弟波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江阳西路 28 号   泸州市公安局   
       邮编：6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伟--2021（第 196 号）-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2 

编号: 134585   (序号：72) 
姓名: 刘峰（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泸州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610）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 市委办公大楼  市政法委 
      邮编：64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4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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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任伟--2021（第 196 号）-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72 

编号: 134598   (序号：73) 
姓名: 苏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城南派出所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 城南派出所  
       邮编：6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继兰--2021（第 200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9 

追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蒋德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9 

编号: 134599   (序号：74) 
姓名: 王文杰（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城南派出所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 城南派出所  
       邮编：6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继兰--2021（第 200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9 

追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蒋德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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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600   (序号：75) 
姓名: 陈杰（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城南派出所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 城南派出所  
       邮编：6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继兰--2021（第 200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9 

追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蒋德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9 

编号: 134601   (序号：76) 
姓名: 郭成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城南派出所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 城南派出所  
       邮编：6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继兰--2021（第 200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9 

追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蒋德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9 

编号: 134603   (序号：77) 
姓名: 陈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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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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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古城街道广场路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2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继兰--2021（第 200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9 

编号: 134604   (序号：78) 
姓名: 杨佳佳 
职务: 社区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古城街道广场路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继兰--2021（第 200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9 

编号: 134605   (序号：79) 
姓名: 刘吉 
职务: 社区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古城街道广场路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2 

责任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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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继兰--2021（第 200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9 

编号: 134606   (序号：80) 
姓名: 张霞 
职务: 社区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古城街道广场路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继兰--2021（第 200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9 

编号: 134607   (序号：81) 
姓名: 刘娟 
职务: 社区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古城街道广场路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继兰--2021（第 200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9 

编号: 134608   (序号：82) 
姓名: 许胜 
职务: 社区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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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古城街道广场路社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02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继兰--2021（第 200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89 

编号: 134623   (序号：83) 
姓名: 黄蕾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检察院 
      四川省德阳市峨眉北路一段 251 号   旌阳区检察院  
       邮编：6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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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炬--2021（第 202 号）-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5 

编号: 134624   (序号：84) 
姓名: 黄宪礼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泾河路 138 号     旌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6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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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炬--2021（第 202 号）-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5 

编号: 134625   (序号：85) 
姓名: 宁国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泾河路 138 号     旌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6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炬--2021（第 202 号）-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5 

编号: 134626   (序号：86) 
姓名: 张学理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泾河路 138 号     旌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6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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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炬--2021（第 202 号）-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5 

编号: 134627   (序号：87) 
姓名: 陈果（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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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泾河路 138 号     旌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6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炬--2021（第 202 号）-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5 

编号: 134628   (序号：88) 
姓名: 李科（3）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泾河路 138 号     旌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6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炬--2021（第 202 号）-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5 

编号: 134629   (序号：89) 
姓名: 罗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泾河路 138 号     旌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6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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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炬--2021（第 202 号）-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5 

编号: 134631   (序号：90) 
姓名: 胡涛（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泰山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炬--2021（第 202 号）-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5 

编号: 134633   (序号：91) 
姓名: 刘勇（7）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凯江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3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胡炬--2021（第 202 号）-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15 

编号: 134682   (序号：92) 
姓名: 陈晓彤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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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公安局 
      四川省都江堰市学府路二段 285 号 都江堰市公安局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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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元林--2021（第 206 号）- 四川省都江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81 

编号: 134684   (序号：93) 
姓名: 但敏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石羊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8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唐元林--2021（第 206 号）- 四川省都江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81 

编号: 134787   (序号：94) 
姓名: 李明刿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检察院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滨河路北段 23 号  会理县检察院   
       邮编：6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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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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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凌仙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71 

编号: 134788   (序号：95) 
姓名: 范文清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法院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三岔口南路 275 号 凉山州中级法院 
       邮编：6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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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凌仙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71 

编号: 134789   (序号：96) 
姓名: 张菊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法院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三岔口南路 275 号 凉山州中级法院 
       邮编：6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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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凌仙等 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771 

编号: 135045   (序号：97) 
姓名: 李强（6） 
职务: 雁江区政法委书记、雁江分局原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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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政法委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城东新区正兴街 209 号  雁江区政法委  
       邮编：6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304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正兴街 399 号  雁江区公安分局  
       邮编：6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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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1 

编号: 135047   (序号：98) 
姓名: 韩林（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宝台派出所（宝莲派出所）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宝台大道 180 号  宝台派出所 
       邮编：641325  （现更名为宝莲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1 

编号: 135048   (序号：99) 
姓名: 何富均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检察院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松林路 127 号   雁江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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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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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1 

编号: 135049   (序号：100) 
姓名: 张在斌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检察院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松林路 127 号   雁江区检察院  
       邮编：6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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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1 

编号: 135050   (序号：101) 
姓名: 卿卫华 
职务: 代理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法院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新城路 202 号  雁江区法院  
       邮编：6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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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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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1 

编号: 135051   (序号：102) 
姓名: 汪自友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法院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新城路 202 号  雁江区法院  
       邮编：6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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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1 

编号: 135053   (序号：103) 
姓名: 郭权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看守所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岳阳镇红双村一组  安岳县看守所  
       邮编：6423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1 

编号: 135054   (序号：104) 
姓名: 王永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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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资阳市看守所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后西街 133 号 资阳市看守所 
       邮编：64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3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91 

编号: 135203   (序号：105) 
姓名: 邓静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政法委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苏铁中路 西区政法委  
       邮编：61706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9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巧莉姐弟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7 

编号: 135205   (序号：106) 
姓名: 阙甜甜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法院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苏铁中路 182 号  西区法院 
       邮编：61706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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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巧莉姐弟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7 

编号: 135206   (序号：107) 
姓名: 宗倩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法院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苏铁中路 182 号  西区法院 
       邮编：61706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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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巧莉姐弟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677 

编号: 135704   (序号：108) 
姓名: 周勇（3）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政法委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龙观街 28 号东兴区机关综合办公大楼 8 楼  东兴区政法委  
       邮编：64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4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内江市迫害何丽、孟坤伦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70 

编号: 135705   (序号：109) 
姓名: 杨正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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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东段 436 号  东兴区公安分局  
       邮编：64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内江市迫害何丽、孟坤伦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70 

编号: 135706   (序号：110) 
姓名: 熊卫纲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法院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东三段 366 号  东兴区法院   
       邮编：64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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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内江市迫害何丽、孟坤伦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70 

编号: 136154   (序号：111) 
姓名: 李刚（7）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政法委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一段 800 号  金堂县政法委  
       邮编：61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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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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吴春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8 

编号: 136155   (序号：112) 
姓名: 潘智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公安局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二段 196 号 金堂县公安局  
       邮编：61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9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吴春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8 

编号: 136156   (序号：113) 
姓名: 黄元正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公安局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二段 196 号 金堂县公安局  
       邮编：61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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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吴春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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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6159   (序号：114) 
姓名: 邱劲波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法院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一段 727 号  金堂县法院  
       邮编：610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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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吴春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8 

编号: 136376   (序号：115) 
姓名: 石继运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政法委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县府街  会理县政法委  
       邮编：6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6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蒋德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9 

编号: 136377   (序号：116) 
姓名: 陆林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公安局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高古城路 6 号  会理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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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5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蒋德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9 

编号: 136378   (序号：117) 
姓名: 黄正萍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检察院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滨河路北段 23 号  会理县检察院   
       邮编：6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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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蒋德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9 

编号: 136379   (序号：118) 
姓名: 高雄伟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3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法院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滨河路北段 21 号  会理市法院   
       邮编：61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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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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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蒋德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79 

编号: 136486   (序号：119) 
姓名: 郑美永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 
      四川省绵阳江油市诗仙路西段 212 号   江油市公安局  
       邮编：62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9 

编号: 136487   (序号：120) 
姓名: 张威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 
      四川省绵阳江油市诗仙路西段 212 号   江油市公安局  
       邮编：62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9 

编号: 136488   (序号：121) 
姓名: 尹建丁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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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 
      四川省绵阳江油市诗仙路西段 212 号   江油市公安局  
       邮编：62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9 

编号: 136489   (序号：122) 
姓名: 王波（2）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 
      四川省绵阳江油市诗仙路西段 212 号   江油市公安局  
       邮编：62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9 

编号: 136490   (序号：123) 
姓名: 黄菊蓉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检察院 
      四川省绵阳江油市李白大道 789 号   江油市检察院   
       邮编：62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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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9 

编号: 136491   (序号：124) 
姓名: 蔡德方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检察院 
      四川省绵阳江油市李白大道 789 号   江油市检察院   
       邮编：62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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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9 

编号: 136492   (序号：125) 
姓名: 申东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法院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李白大道 793 号     江油市法院   
       邮编：62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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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9 

编号: 136493   (序号：126) 
姓名: 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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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法院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李白大道 793 号     江油市法院   
       邮编：62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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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彬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479 

 


	责任人 - 地区: 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