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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姓名：杜航伟 

追 查 令 
  

 

 

2022（第076号） 

所在单位名称：中国公安部 

职务：副部长 

涉案相关责任人：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副部长陈思源，前任部长 赵克志，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法

院院长 于辉，法官 岳红丽，桥西区检察院检察长 赵力，检察官 李素娟，长安区检察院检察长 盖朝

龙，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齐丽娟，河北省公安厅厅长 董晓宇，国保总队总队长，石家庄市公安局局长 梁

昆，国保支队支队长， 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局长 张红卫，国保大队队长 吕怀丰，副队长 王春寿，

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局长 李建峰，国保大队队长，长安分局谈固派出所所长 李冬强，警察 曹文

杰，新华分局赵陵铺派出所所长 景波，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所长 王养峰，湖南省公安厅厅长 王一鸥，

国保总队总队长 余泽洪，长沙市公安局局长 刘新良，国保支队支队长，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局长 周

习文，国保大队队长，长沙市第四看守所所长 廖静，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舒庆，国保局局长，辽宁省公安

厅厅长 郑艺，国保总队总队长，沈阳市公安局局长 王会奇，国保支队支队长，法库县公安局局长 张

赛，国保大队大队长 高志刚，警察 苗某、李阳、白某，团结派出所所长 黄利勇，以及参与此次迫害的

其他涉案相关责任人。   

 

涉及案情： 

被追查人于2021年以来参与策划、指挥中国大陆各地警察大规模的绑架、构陷与“网门”有关的法轮功学

员，目前已知上海何冰钢、张轶博，石家庄市周立、王炳程，长沙市张冰，沈阳市郭旭红等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面临进一步迫害。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受国际人权法和中国法律保护。被追查人的上述迫害行为涉嫌违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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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二百五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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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家庭成员信息，本人、配偶和子女的护照及出国签证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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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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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们实施制裁。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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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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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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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个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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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对于没有签署的国家的被告，强制行使管辖权，没有追

诉时效限制。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案情摘要： 

“网门”是法轮功学员开发的一款破网软件，在揭露中共邪恶、传播真相中发挥过很大作用，因此被中

共各级秘密警察长时间监控、跟踪。 

2021年7月开始，“网门”在大陆的主要技术人员多人被绑架，并被非法抄家。与此同时，在海外的服务

器被攻击后瘫痪，海外有关人员的家中也曾遭身份不明者闯入。 

据悉，中共公安部已经直接指挥此案，截至目前，中共各地警察仍在不断绑架与此有关的法轮功学员。 

目前，已知绑架迫害的学员如下： 

2021年7月22日，沈阳法轮功学员陈新野被沈阳市公安局等警察非法抓捕，在被秘密关押五个多月之后

，陈新野已于2021年12月27日回到家中。 

2021年10月9日，上海市法轮功学员何冰钢、张轶博被长宁区国保警察绑架，2022年6月10日被构陷到奉

贤区法院。 

2021年10月9日，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周立、王炳程被石家庄市新华分局国保、赵陵铺派出所和长安分

局国保绑架并非法抄家。目前，已经被构陷到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 

2021年10月9日，法轮功学员张冰被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目前，张冰被非

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 

2021年10月9日，沈阳市法库县法轮功学员郭旭红被沈阳市公安局和法库县公安局警察联合绑架，后因

身体原因，于2021年12月31日，郭旭红回到家中。 

与此同时，哈尔滨、辽宁、湖南、重庆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参与“网门”推广被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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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主要责任单位责任人：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杜航伟：13891823133 

中国公安部部长                                         王小洪：010-66262114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陈思源：010-66262114 

中国公安部前任部长                                     赵克志：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院长                             于辉：15633666296（仅短信）、0311-

83818388、83867041、83867095、83867020、83867092、83867000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法官                           岳红丽：18630126226、0311-83867050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检察院检察长                         赵力：0311-66603111、68099909、

66603128、87032000、68099901、66603002、66603123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检察院检察官                       李素娟：18633831905、0311-66603128、

87032000、68099901、66603002、66603123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检察长                       盖朝龙：13315992555、0311-85187600、

85871546、85871547、85871548、85813624、85816038、85874940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齐丽娟：13780211181、0311-85187802、

85187809、85187629 

河北省公安厅厅长                                       董晓宇：0311-66990000、66991009、

85183399、87907706 

河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总队长                                   ：0311-66990000、66991009、

85183399、87907706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局长                                 梁昆：13831320099、0311-89663001、

86862222总机、86863400总机、7026911-3001、89663070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                           ：0311-86863020、86862420、

86862450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局长                       张红卫：17731206659、0311-86046234、

86049296、85189600总机、86033009、85188900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               吕怀丰：13833471579、0311-86677321、

86212954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             王春寿：13400114019、13731145066、

0311-86677321、86212954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局长                       李建峰：0311-85188001、85188110、

85188005、85188006、85188008、85188007、85188003、85188133、85188093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国保大队队长                     ：0311-85188081、85188082、

85188083、85188085、85188079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谈固派出所所长              李冬强：0311-85052085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谈固派出所警察              曹文杰：13513376907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赵陵铺派出所所长              景波：0311-8775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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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所长                            王养峰：0311-87753009、8778202432、

87782024、7755213、87755202、87782024 

湖南省公安厅厅长                                        王一鸥：0731-84590600总机、84590010

总机、84590999总机、84738047 

湖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总队长                              余泽洪：13907313500、0731-84590516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局长                                  刘新良：13973498913、0731-82587705、

82587700、84782000、82587815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                              ：0731-82587705、82587700、

84782000、82587815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局长                           周习文：15111111133、0731-

84723413、85659500、85659600、85659555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国保大队队长                         ：0731-84723413、85659500、

85659600、85659555 

湖南省长沙市第四看守所所长                                 廖静：13974867968、0731-

84091527、84074830、84074832、84074820、85470360、82925933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舒庆：13837183008、18237199966 

上海市公安局国保局局长                                         ：021-962110 、62310110 、

22023049 

辽宁省公安厅厅长                                           郑艺：024-86863555、86992307、

86992245 (昼夜)、86991552、86992014 

辽宁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总队长                                     ：024-86863555、86992307、

86992245 (昼夜)、86991552、86992014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局长                                   王会奇：18841300006、024-23105075、

23105061、23105188、23105090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                               ：024-25850233、2842260、

24844574、24850789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局长                               张赛：15802445566、024-87122843、

87123830、87112313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                  高志刚：13840307797、024-87123736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警察                              苗某：16602437255、024-87123736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警察                              李阳：024-87123736、87122843、

87123830、87112313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警察                              白某：024-87123736、87122843、

87123830、87112313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团结派出所所长                  黄利勇：13840098567、024-87123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