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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姓名：闫泽利 

所在单位名称：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

职务：局长 

涉案相关责任人：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长

保队长，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文北派出所所长

滦州市公安局茨榆坨派出所所长 张双申

政法委书记 乔朝英，唐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

 

涉及案情： 

你于2021年5月12日，参与指挥绑架被害人

非法关押。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受国际人权法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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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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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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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邮址：P.O. Box 84，New York, NY, 10116
举报网址：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7

 

附带说明：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

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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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 
  

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 

唐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长 ，政委 黄伟，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局长

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文北派出所所长 翟明，唐山市公安局古冶分局林西派出所所长

张双申，唐山市滦州市公安局局长 孙晓忠，国保队长

唐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 李宝军，以及参与此次迫害的涉案相关责任人。

人中国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张桂芳等多人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受国际人权法和中国《宪法》的保护。你的上述迫害行为涉嫌触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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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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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追查令发送时间： 2021年5月19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  
402-1444 

New York, NY, 10116，USA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7, http://zhuichaguoj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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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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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108号） 

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局长 陈曦，国

唐山市公安局古冶分局林西派出所所长 ，唐山市

国保队长 孙月鹏，唐山市

以及参与此次迫害的涉案相关责任人。

多人，部分被害人现在被

涉嫌触犯《国际刑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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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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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在全球范围内追查迫害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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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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12日，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

其中： 

1、开平河联园法轮功学员孟秀新、开平东港

因身体原因，于次日被放回家。 

 

2、法轮功学员闫小专，被丰润区端明路派出所

 

3、唐山市曹妃甸区法轮功学员李恩红

 

4、唐山市曹妃甸区法轮功学员赵水馨

 

5、唐山市法轮功学员李国忠、张玉香夫妇

书籍，后于当晚被放回家。 

 

6、路南区法轮功学员张秀英被警察非法抄家，后因身体原因

 

7、唐山市古冶区林西法轮功学员苗永利夫妇，

 

8、唐山市滦州市茨榆坨村法轮功学员宋左强和李桂英

被非法抄家，抄走法轮功书籍。 

 

9、路南区法轮功学员张桂芳，被路南区文北派出所非法

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

 

10、唐山卓誉摄影器材店法轮功学员孙百凤、张巍、小郭和一个常人店员老董

员张炜琪在另一处同时被绑架，并被抄家。孙百凤、张巍、小郭

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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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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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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有预谋绑架多位法轮功学员。 

开平东港法轮功学员单焕荣，被开平分局税务庄派出所

被丰润区端明路派出所非法抄家，闫小专因本人不在家，没有被绑架。

唐山市曹妃甸区法轮功学员李恩红，被秋老堡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放回家。 

唐山市曹妃甸区法轮功学员赵水馨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后于当天下午被放回家。

唐山市法轮功学员李国忠、张玉香夫妇，被兴源道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抄走若干法轮功

被警察非法抄家，后因身体原因及家人强烈抵制，警察没有实施绑架。

唐山市古冶区林西法轮功学员苗永利夫妇，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 

唐山市滦州市茨榆坨村法轮功学员宋左强和李桂英，被滦州市国保人员和茨榆坨派出所警察

被路南区文北派出所非法绑架，并被非法抄家，抄走画报及法轮功书籍。

。 

孙百凤、张巍、小郭和一个常人店员老董，被路南区警察绑架，

员张炜琪在另一处同时被绑架，并被抄家。孙百凤、张巍、小郭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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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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平分局税务庄派出所警察绑架，后

因本人不在家，没有被绑架。 

 

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后于当天下午被放回家。 

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抄走若干法轮功

，警察没有实施绑架。 

滦州市国保人员和茨榆坨派出所警察绑架，并

绑架，并被非法抄家，抄走画报及法轮功书籍。

被路南区警察绑架，前店

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张炜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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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主要责任单位责任人： 

唐山市公安局局长                       

2530111、2845088 

唐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长                       

2845088 

唐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政委                 

2845088 

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局长                 

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国保队长                 

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文北派出所所长

唐山市公安局古冶分局林西派出所所长

唐山市滦州市公安局茨榆坨派出所所长

唐山市滦州市公安局局长                 

唐山市滦州市公安局国保队长             

唐山市政法委书记                       

2530804 

唐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                   

253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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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泽利：0315-2530111、2822350、2530202

                       ：0315-2822350、2530202、2530200

                 黄伟：0315-2822350、2530202、2530200

                 陈曦：13832986105、0315-2824672

                 ：0315-2824672总机、41220414

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文北派出所所长       翟明：13832985157、0315-2534369

唐山市公安局古冶分局林西派出所所长           ：0315-2535403 

唐山市滦州市公安局茨榆坨派出所所长     张双申：13832987562、0315-7419110

                 孙晓忠：13832982886、0315-7122654

             孙月鹏：13832980417、0315-7122654

                       乔朝英：13633203666、0315-2530001

                   李宝军：18832983222、0315-253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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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0202、2530200、

2530200、2530111、

2530200、2530111、

2824672总机、41220414 

41220414 

2534369、2861382、2879110 

7419110 

7122654 

7122654 

2530001、2823265、2802455、

2532513、2532511、2532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