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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
2020（第008号）

被追查人姓名：张福生
所在单位名称：中国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职务：队长
涉案相关责任人：黑龙江省鹤岗市委书记 张恩亮，鹤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李洪国，鹤岗市政法委书记
杨贺新，鹤岗市公安局局长 徐连斌，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局长 李忠，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红军派出
所副所长 于海龙，红军派出所警察 付夕宸，向阳分局光明派出所所长 王鹤，光明派出所副所长 张德
新，光明派出所教导员 张明舒，向阳分局胜利派出所所长 王所长，胜利派出所副所长 李冰，鹤岗市公
安局工农分局局长 郑文刚，工农分局国保大队警察 季建军，工农分局红旗路派出所所长 张浩源，工农
分局团结路派出所所长 冯德才，工农分局文化路派出所所长 菌汶宣，文化路派出所警察任毅，王震，张
某，刘某，工农分局解放路派出所所长 昝威，解放路派出所教导员 高玉雷 ，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局
长 姚刚，东山分局东山派出所所长 王才，东山派出所副所长 李强，东山派出所警察 房殿友，吴某，东
山分局红旗乡派出所所长，东山分局新华镇派出所所长 马某，新华镇派出所副所长 刘士吉，新华镇派出
所警察 赵明，张丹，东山分局蔬园乡派出所所长 高万林，蔬园乡派出所警察 徐慧博，鹤岗市公安局兴
安分局局长 牛传金，兴安分局兴安路派出所所长 姚福星，鹤岗市公安局兴山分局局长 林洪岩，兴山分
局沟南派出所副所长 杨庆民，鹤岗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局长 周大勇，南山分局铁西派出所所长 张庆辉，
鹤岗市看守所所长 石万林，以及参与此次迫害的涉案相关责任人。
涉及案情：
你于2020年12月11日至13日，参与指挥非法抓捕、构陷被害人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李佳明、赵福强
、王海之等80多人。李佳明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行政拘留；赵福强等法轮功学员现在仍被非法关押；王
海之等法轮功学员目前下落不明。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受国际人权法和中国宪法的保护。上述责任人员的迫害行为涉嫌触犯国际刑事法
院罗马规约第六条群体灭绝罪、第七条危害人类罪，同时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
本组织对被追查人及涉案相关责任人所涉嫌的罪行，进行追踪调查，收集证据；同时向社会上的知情人，
广泛搜集上述人员的个人信息、家庭成员信息、国内国外的资产信息，以及其它刑事、经济犯罪事实。经
调查后，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将调查结果和信息提交给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的政府部门，由他们对
其进行民事制裁。所有证据将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时，提交到特别刑事法庭。
本追查令发布 30 天內，如经查证，被追查人及涉案相关责任人停止迫害犯罪，释放被害人，本追查程序
将中止。
本追查令发送时间：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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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
举报电话：347-448-5790；传真：347-402-1444
举报邮址：P.O. Box 84，New York, NY, 10116，USA
举报网址：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7, http://zhuichaguoji.org

附带说明：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在全球范围内追查迫害法轮
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追查原则是：谁犯罪谁承担，所有在组织、单位、系统名义下所犯罪行最终将落实到个人承担。任何
执行“命令”的托词都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罪责。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
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属于普遍管辖权。国际刑事法庭对于拒绝参加的国家的被告，强制行使管辖
权。

案情摘要：
黑龙江省鹤岗市市委、政法委、公安局经过密谋策划，统一行动，于2020年12月11日至12月13日，对鹤岗
市法轮功学员实施大面积非法抓捕、抄家，共绑架了80多名法轮功学员，抢走学员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
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银行卡、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
目前已知被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
刘玉秋被鹤岗市兴安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及兴安台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银行
卡、2200元现金等私人物品。
毕淑芳、刘淑芬、赵福强被鹤岗市向阳公安分局红军派出所警察绑架。
姜允敬被鹤岗市工农公安分局红旗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
上述学员现被非法关押在鹤岗市看守所。
李佳明被鹤岗市向阳分局红军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15天。
张玉疆、扈桂杰夫妇被鹤岗市工农区团结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张玉疆被非法拘留10天。
楚福荣被鹤岗市东山公安分局东山派出所副所长李强、房某、吴某等警察绑架，并被殴打，之后被非法拘
留15天。
宫贵芝被鹤岗市东山区红旗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拘留5天。
郑茂存、高影夫妇和一名黄姓法轮功学员被鹤岗市东山区新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拘
留10天。参与迫害的是新华镇派出所长马某、副所长刘世吉、警察赵明、张丹。
许显达、黄晓霞夫妇被鹤岗市工农公安分局红旗路派出所绑架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拘15天。参与迫害的
有红旗路派出所所长张浩源等警察。
工农公安分局文化路派出所警察绑架了约2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李庆云、张艳、王淑霞、杨晓红、韩
茹、于晓晶、李艳春、孙士洪、陶玉莲等，这些学员被非法拘留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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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市工农区解放路的杜桂华被绑架，非法拘留5天。
鹤岗市南山区九州小区的代艳文被绑架，非法拘留5天。
鹤岗市的张淑霞、韩桂霞也被绑架，非法拘留5天。
已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王海之、赵希增、刘凤琴、占翠玲、刘玉、李宝霞、曾庆河、周慧、徐婷
香、朱崇山、李柏、刘淑琴、高中根夫妻、彭延松、杨帆、闫婷伟、范龙胜、宫再强、宫桂花等多人，目
前下落不明，详情待查。
涉案主要责任单位责任人：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国保队长
张福生：0468-3340600、3344951、3345377（总机
）、3340277（总机）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局长
徐连斌：18404680001、18945760999、
18714669777、13903644118、0468-3303333、3340600、3344951、3345377（总机）、3340277（总机）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局长
李忠：0468-3285110、0468-3280126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红军派出所副所长
于海龙：13946771568、18646815030、宅
3289185、0468-3224678、3221018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红军派出所警察
付夕宸：18404686127、0468-3224678、3221018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光明派出所所长
王鹤：13945763333、0468-322486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光明派出所副所长
张德新：0468-322486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光明派出所教导员
张明舒：18404686868、13946731788、
18646812053、0468-322486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光明派出所警察
：19104682151、18404682015、0468-322486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胜利派出所所长
王所长：0468-3224860、3222544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胜利派出所副所长
李冰：18646815068、0468-3224860、3222544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局长
郑文刚：18646818091、0468-3858115、3423115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国保大队警察
季建军：18404685060、18646813028、04683858115、3423115、343611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红旗路派出所所长
张浩源：18646810417、0468-340911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团结路派出所所长
冯德才：18646813090、0468-341311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文化路派出所所长
菌汶宣：0468—335491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文化路派出所警察
刘某：0468—335491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文化路派出所警察
任毅：13089776666、0468—335491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文化路派出所警察
张某：0468—335491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文化路派出所警察
王震︰0468—335491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解放路派出所所长
昝威：0468-841411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解放路派出所教导员 高玉雷：13904680209、18646813117、0468841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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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局长
3563700、3728098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东山派出所所长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东山派出所副所长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东山派出所警察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东山派出所警察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红旗乡派出所所长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兴山分局沟南派出所副所长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红旗乡派出所所长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新华镇派出所所长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新华镇派出所副所长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新华镇派出所警察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新华镇派出所警察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蔬园乡派出所所长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东山分局蔬园乡派出所警察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兴安分局局长
3622110、3626991、3621324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兴安分局兴安路派出所所长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兴山分局局长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兴山分局沟南派出所副所长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局长
3571117、3352789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南山分局铁西派出所所长
18646815085、0468-3308115
黑龙江省鹤岗市看守所所长
18646818005 、 0468-3406007、3406171、3400777
黑龙江省鹤岗市政法委书记
3341017、3228898
黑龙江省鹤岗市委书记
黑龙江省鹤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姚刚：0468-3567777、3567110、3561574、
王才：19104682590、0468-3530516
李强：0468-3530516
房殿友：0468-3530516
吴某：0468-3530516
：0468-3631110
：19904686366、0468-3526201
：0468-3631110
马某：0468-3682110
刘士吉：0468-3682110
赵明：0468-3682110
张丹：0468-3682110
高万林：0468-3265931、3436113
徐慧博：18404688123、0468-3265931、3436113
牛传金：13904880117、15146808718、0468姚福星：18604684821、0468-3621774
林洪岩：0468-3524110
杨庆民：19904686367、0468-3526201
周大勇：0468-3333388、3333777、3336888、
张庆辉：18404686087、13351961567、
石万林：13351957778、15146808567、
杨贺新：0468-3343030、3356917、3350007、
张恩亮：
李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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