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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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人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编号: 133489   (序号：1) 
姓名: 陈耿 
职务: 一小队狱警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本溪市溪湖监狱（本溪监狱）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牛心台镇红脸村    本溪监狱   
       邮编：117009 
        
       邮信地址：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火连寨 842 信箱 
       邮编：117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1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沈阳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红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49 

编号: 133661   (序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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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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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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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26   (序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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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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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80   (序号：4) 
姓名: 韩根才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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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红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25 

编号: 133995   (序号：5) 
姓名: 高北平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9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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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豫章监狱 
      江西省新建区长绫镇长征西路 639 号 903 信箱 豫章监狱  
       邮编：33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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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抚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传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750 

编号: 134327   (序号：6) 
姓名: 詹福明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银川女子监狱）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治平东路   宁夏女子监狱  
       邮编：7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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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单季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280 

编号: 134366   (序号：7) 
姓名: 陆凯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抚顺市劳动教养院 (武家堡教养院)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绥化路西段 1 号  抚顺市劳动教养院 
       邮编：113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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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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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抚顺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忠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46 

编号: 134384   (序号：8) 
姓名: 刘千里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大庆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大庆市劳教所，东风新村劳教所）  
      黑龙江省大庆市莎区东风新村经三街  大庆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编：1633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7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观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126 

编号: 134487   (序号：9) 
姓名: 栾怀伟 
职务: 原一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盘锦监狱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新生街  盘锦监狱 
       邮编：1241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崇跃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2 

编号: 134488   (序号：10) 
姓名: 刘明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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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原一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盘锦监狱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新生街  盘锦监狱 
       邮编：1241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崇跃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2 

编号: 134489   (序号：11) 
姓名: 马军（2） 
职务: 原一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盘锦监狱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新生街  盘锦监狱 
       邮编：1241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崇跃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2 

编号: 134490   (序号：12) 
姓名: 孙小明 
职务: 原一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盘锦监狱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新生街  盘锦监狱 
       邮编：1241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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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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崇跃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2 

编号: 134491   (序号：13) 
姓名: 王士刚 
职务: 原一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盘锦监狱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新生街  盘锦监狱 
       邮编：1241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崇跃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2 

编号: 134492   (序号：14) 
姓名: 杨立军 
职务: 原一监区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4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盘锦监狱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新生街  盘锦监狱 
       邮编：1241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崇跃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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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4502   (序号：15) 
姓名: 叶鸿利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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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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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辛育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99 

编号: 134503   (序号：16) 
姓名: 李壮（2） 
职务: 监狱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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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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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4518   (序号：17) 
姓名: 矫世美 
职务: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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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5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女子监狱（沈阳女子监狱，原沈阳大北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辽宁省女子监狱  (原沈阳大北女子监狱)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育新路 7 号  
       邮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  辽宁省女子监狱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1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凌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国刚、王兰芝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356 

编号: 134867   (序号：18) 
姓名: 高文涛 
职务: 集训监区“攻坚组”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507 号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邮编：15006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亚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829 

编号: 135005   (序号：19) 
姓名: 杨剑锋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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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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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06   (序号：20) 
姓名: 陈振华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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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07   (序号：21) 
姓名: 罗加文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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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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08   (序号：22) 
姓名: 杨嵩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09   (序号：23) 
姓名: 孙洪程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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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10   (序号：24) 
姓名: 刘洋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011   (序号：25) 
姓名: 傅欢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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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012   (序号：26) 
姓名: 沈飞舟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第二监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丘山大街 3 号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编：311100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 52 信箱 603 分箱 
       邮编：3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0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莫其兵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4999 

编号: 135150   (序号：27) 
姓名: 张立伟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双鸭山监狱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镇笔架山农场  双鸭山监狱  
       邮编：1559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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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国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73 

编号: 135262   (序号：28) 
姓名: 贾石松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2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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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三路 21 号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43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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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汉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033 

编号: 135334   (序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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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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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81   (序号：30) 
姓名: 吴秀霞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3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邮寄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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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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荣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0 

编号: 135709   (序号：31) 
姓名: 宁金龙（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监狱管理局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8 号  河北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05008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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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五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潘英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69 

编号: 135711   (序号：32) 
姓名: 焦克宁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五监狱 
      河北唐山市南堡经济开发区 冀东分局第五监狱 
       邮编：0633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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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五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潘英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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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5712   (序号：33) 
姓名: 高长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监狱管理局 
      辽宁省沈阳市崇山东路 38 号   辽宁省监狱管理局 
       邮编：11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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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第三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刘希永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628 

编号: 135902   (序号：34) 
姓名: 吴晓梅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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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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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903   (序号：35) 
姓名: 陈曦 
职务: 八监区副监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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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女子监狱（郭家村监狱、长春女子监狱、原长春黑嘴子监狱）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富盈路 
       邮编：130000 
        
       邮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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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904   (序号：36) 
姓名: 苑婷婷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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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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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5938   (序号：37) 
姓名: 王丽萍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监狱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盘龙路 10 号   广西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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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30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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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范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765 

编号: 135947   (序号：38) 
姓名: 王立国（2）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507 号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邮编：15006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5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淑波的责任人的通告（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8 

编号: 136029   (序号：39) 
姓名: 康金华 
职务: 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0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邮寄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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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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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娄亚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861 

编号: 136284   (序号：40) 
姓名: 李笑一 
职务: 一监区七小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育新路 8 号 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110145 
       邮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  辽宁省女子监狱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沈阳市、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金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6 

编号: 136285   (序号：41) 
姓名: 孙纬静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育新路 8 号 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 
       邮编：110145 
       邮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  辽宁省女子监狱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628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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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辽宁省沈阳市、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金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5916 

 


	责任人 - 责任人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