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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编号: 43088 
序号：1 
姓名: 焱(火工) 
职务: 记者 
单位: 北京晚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晚报 
邮政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编：100734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11 层 邮编：100734 
电话 010-56012025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88 
迫害案例:  

  
编号: 43317 
序号：2 
姓名: 李书生 
职务: 网监处科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9 号  邮编：100006 
电话：（信访处）010-85222803  010-8522309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17 
迫害案例:  

  
编号: 43318 
序号：3 
姓名: 张越今 
职务: 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9 号  邮编：100006 
电话：（信访处）010-85222803  010-8522309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318 
迫害案例:  

  
编号: 43886 
序号：4 
姓名: 杨连江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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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35 号    邮编:102600 
电话: 010-69243071 
杨连江 1391031621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8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文革、姜显东、高玉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85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洪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66 

  
编号: 43887 
序号：5 
姓名: 范慧同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35 号    邮编:102600 
电话: 010-69243071 
范慧同 1391081000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8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文革、姜显东、高玉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85 

  
编号: 43888 
序号：6 
姓名: 张洪彬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院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分局天宫院派出所    邮编:102600 
电话: 张洪彬 1391155797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8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文革、姜显东、高玉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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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889 
序号：7 
姓名: 张松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院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 大兴分局天宫院派出所    邮编:102600 
电话: 张松 1360129353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8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文革、姜显东、高玉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85 

  
编号: 43890 
序号：8 
姓名: 孙智勇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院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 大兴分局天宫院派出所    邮编:102600 
电话: 孙智勇 1360131923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文革、姜显东、高玉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85 

  
编号: 43891 
序号：9 
姓名: 于利平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观音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观音寺街 69 邮编:102600 
电话: 010-60282007 
于利平 139108139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9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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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杜文革、姜显东、高玉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885 

  
编号: 44046 
序号：10 
姓名: 王战天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西里 29 号 邮编：100086 
电话：010-6256131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4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三河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占青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030 

  
编号: 44424 
序号：11 
姓名: 窦彬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天坛公园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 邮编：100050 
电话：010-670211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天坛公园派出所、杨闸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3 

  
编号: 44425 
序号：12 
姓名: 田勇海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杨闸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 双会桥北侧 5 号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761888 
总机 010-65721888 
单位系统: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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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天坛公园派出所、杨闸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3 

  
编号: 44426 
序号：13 
姓名: 李海东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杨闸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 双会桥北侧 5 号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761888 
总机 010-657218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天坛公园派出所、杨闸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3 

  
编号: 44427 
序号：14 
姓名: 张慧杰 
职务: 政委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杨闸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 双会桥北侧 5 号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761888 
总机 010-657218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天坛公园派出所、杨闸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3 

  
编号: 44428 
序号：15 
姓名: 陈文彬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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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司辛庄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朝阳区管庄乡司辛庄村 邮编：100024 
电话：（村委会）010657392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天坛公园派出所、杨闸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3 

  
编号: 44429 
序号：16 
姓名: 杨希荣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司辛庄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朝阳区管庄乡司辛庄村 邮编：100024 
电话：（村委会）010657392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天坛公园派出所、杨闸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3 

  
编号: 44430 
序号：17 
姓名: 种会全 
职务: 村长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司辛庄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朝阳区管庄乡司辛庄村 邮编：100024 
电话：（村委会）010657392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3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天坛公园派出所、杨闸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3 

  
编号: 44431 
序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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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曹秀芳 
职务: 妇女主任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司辛庄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朝阳区管庄乡司辛庄村 邮编：100024 
电话：（村委会）010657392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3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天坛公园派出所、杨闸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3 

  
编号: 44432 
序号：19 
姓名: 孙晓伟 
职务: 人员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司辛庄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朝阳区管庄乡司辛庄村 邮编：100024 
电话：（村委会）010657392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3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天坛公园派出所、杨闸派出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桂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23 

  
编号: 44719 
序号：20 
姓名: 闫维洪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 7 号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2902 010-89993884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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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720 
序号：21 
姓名: 田长丰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平谷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26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2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21 
序号：22 
姓名: 孙国进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北京市平谷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2608 
副局长孙国进（管预审）：135011795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2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22 
序号：23 
姓名: 张大明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北京市平谷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2608 
国保大队张大明：办 010-69962602 01069962880 
住北京市平谷区海关街 北一巷 95 号 邮编 101200 
私家车（白色）GRA851 公车 CH7918 
张大明妻子为看守所警察 1371629866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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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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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2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23 
序号：24 
姓名: 王辉 (2)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卫平北路 59 号（紧邻消防队） 邮编：101200 
电话：010-89982376 010-69961219 
区看守所所长王辉（警号-1948）：办 010-6997907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2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24 
序号：25 
姓名: 牛河村 
职务: 政委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卫平北路 59 号（紧邻消防队） 邮编：101200 
电话：010-89982376 010-69961219 
政委牛河村：办 010-86150109 1391080062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2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25 
序号：26 
姓名: 任丙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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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滨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街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120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2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26 
序号：27 
姓名: 王馨 
职务: 预审大队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滨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街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1203 
预审大队第五预审室王馨： 13801016299 010-69932666 010-89972135/5213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2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27 
序号：28 
姓名: 刘晓旭 
职务: 预审大队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滨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街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1203 
预审大队第五预审室刘晓旭：13716201264 010-60920029 010-89972135/5213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2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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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4728 
序号：29 
姓名: 王军长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滨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卫平街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1203 
办案警察王军长（副所长）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2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29 
序号：30 
姓名: 贺卫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11 号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236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2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30 
序号：31 
姓名: 崔小琴 
职务: 检察官 (公诉人)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11 号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236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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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3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31 
序号：32 
姓名: 祖鹏 
职务: 院长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2345 010-6996244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3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32 
序号：33 
姓名: 武林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2345 010-6996244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3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33 
序号：34 
姓名: 段丙川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汉沽区京山线茶淀茶店站 106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022-6798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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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政科 010-83589044 010-83589412 022-67980276 
管教科 022-67998274 
谘询 010-83589496 
前进监狱监狱长段丙川：010-83589401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3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4734 
序号：35 
姓名: 薛英奎 
职务: 副监狱长 
单位: 北京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天津汉沽区京山线茶淀茶店站 106 邮编：300481 
电话：值班 022-67988215 
狱政科 010-83589044 010-83589412 022-67980276 
管教科 022-67998274 
谘询 010-83589496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3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平谷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张爱萍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718 

  
编号: 45735 
序号：36 
姓名: 贾旭辉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政法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32 
电话：010-88301700 电话 88064292 
区政府传真：88064312 
区政府电子信箱：zhengfb@mail.bjxch.gov.cn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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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3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崔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34 

  
编号: 45736 
序号：37 
姓名: 蔡慧永 
职务: 院长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1 号， 邮政编码：100035 
电话：010-68366070， 68366085 ，010-82222504， 683661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3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崔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34 

  
编号: 45737 
序号：38 
姓名: 郭亚军 
职务: 法官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1 号， 邮政编码：100035 
电话：010-68366070， 68366085 ，010-82222504， 683661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3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崔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34 

  
编号: 45738 
序号：39 
姓名: 张铁军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三区 18 号楼 邮编：100035 
电话：010-660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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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3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崔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34 

  
编号: 45739 
序号：40 
姓名: 王盛英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三区 18 号楼 邮编：100035 
电话：010-6608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3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崔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34 

  
编号: 45740 
序号：41 
姓名: 赵革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北营房东里 12 号楼邮编：100034 
电话：68352653，68352650，6831606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崔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34 

  
编号: 45741 
序号：42 
姓名: 寿德昌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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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七里渠乡豆各庄村甲 3 号 邮政编码：102206 
联系电话：010–83995445 
监督电话：010-8399544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4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崔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34 

  
编号: 45980 
序号：43 
姓名: 贵伟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乡政府 党委）北京市朝阳区金盏路 2 号 邮编︰100018 
电话︰ 010-84333130 
金盏乡“610 办公室”主任贵伟（住金盏乡小店村）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8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81 
序号：44 
姓名: 金连栋 
职务: 主任（原任）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乡政府 党委）北京市朝阳区金盏路 2 号 邮编︰100018 
电话︰ 010-84333130 
金盏乡“610 办公室”主任金连栋（原任）：010-84333106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8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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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982 
序号：45 
姓名: 张建顺 
职务: 党委书记（原任）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乡政府 党委）北京市朝阳区金盏路 2 号 邮编︰100018 
电话︰ 010-84333130 
原金盏乡党委书记张建顺：1390100347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8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83 
序号：46 
姓名: 范志刚 
职务: 副乡长（原任）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乡政府 党委）北京市朝阳区金盏路 2 号 邮编︰100018 
电话︰ 010-8433313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8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84 
序号：47 
姓名: 静伟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路 邮编︰100018 
电话︰010-8433327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8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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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85 
序号：48 
姓名: 李凤春 
职务: 片警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路 邮编︰100018 
电话︰010-84333271 
片警李凤春：1331139670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8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86 
序号：49 
姓名: 韦光辉 
职务: 片警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路 邮编︰100018 
电话︰010-8433327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8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87 
序号：50 
姓名: 田正超 
职务: 片警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路 邮编︰100018 
电话︰010-84333271 
片警田正超：1391090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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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8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88 
序号：51 
姓名: 王士江 
职务: 村长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邮编︰100018 
电话︰村委会 010-6437226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8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89 
序号：52 
姓名: 杜德刚 
职务: 村长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邮编︰100018 
电话︰村委会 010-6437226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8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90 
序号：53 
姓名: 李洪宇 
职务: 治保主任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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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邮编︰100018 
电话︰村委会 010-6437226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9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91 
序号：54 
姓名: 丁海龙 
职务: 治保主任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邮编︰100018 
电话︰村委会 010-6437226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9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92 
序号：55 
姓名: 李春艳 
职务: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邮编︰100018 
电话︰村委会 010-6437226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9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93 
序号：56 
姓名: 李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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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协管员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邮编︰100018 
电话︰村委会 010-6437226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9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5994 
序号：57 
姓名: 周洋 
职务: 协管员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 邮编︰100018 
电话︰村委会 010-6437226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9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贵伟、金连栋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979 

  
编号: 46067 
序号：58 
姓名: 吴传海 
职务: 科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政法委）北京市大兴区兴政街 15 号  邮编：102600 
电话：（区委总机）010-69243711、010-69242412 转 610 或政法委 
电话: 科长吴传海；1343925520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6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洪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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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068 
序号：59 
姓名: 梁宽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35 号    邮编:102600 
电话: 010-69243071 
警察梁宽；1381107925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6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洪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66 

  
编号: 46069 
序号：60 
姓名: 马飞 
职务: 预审警察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35 号    邮编:102600 
电话: 010-69243071 
马飞 13601282606 010-61217239 转 2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6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洪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66 

  
编号: 46070 
序号：61 
姓名: 张明伟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区北臧村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芦求路北臧村       
邮编: 102629        
电话: 010-60275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7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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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洪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066 

  
编号: 47542 
序号：62 
姓名: 刘长利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17 号  邮编：100080 
电话：010-6252361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4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游兆和、王露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29 

  
编号: 47543 
序号：63 
姓名: 朱元久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人民政府）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17 号 4 号楼  邮编：100080 
电话：（区政法委）010-62523618 转 区 610 办  （区人民政府）010-82612345   010-62523173 
区“610 办”主任：010-62523618 转  010-82612345  010-62523173 转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4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游兆和、王露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29 

  
编号: 47544 
序号：64 
姓名: 王勇禄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兼维稳办主任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人民政府）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17 号 4 号楼  邮编：100080 
电话：（区政法委）010-62523618 转 区 610 办  （区人民政府）010-82612345   010-62523173 
区“610 办”主任：010-62523618 转  010-82612345  010-62523173 转 
单位系统:“610”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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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4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游兆和、王露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29 

  
编号: 47545 
序号：65 
姓名: 彭涛 
职务: 副局长（主管海淀看守所）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5 号  邮编：100089 
电话：010-82388035，  010-82519110  010-82628056  
海淀分局传真:(010)62643130  
副局长：彭涛 010-82587001（主管海淀看守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4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游兆和、王露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29 

  
编号: 47546 
序号：66 
姓名: 刘国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 15 号 
值班室电话：010-88110680、88125030、8258813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4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游兆和、王露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29 

  
编号: 47547 
序号：67 
姓名: 王江心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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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温泉路 25 号  邮编：100194 
电话：  010-82587030  010-62400850  
接待室 010-835873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4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游兆和、王露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29 

  
编号: 47548 
序号：68 
姓名: 张文林 
职务: 政委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温泉路 25 号  邮编：100194 
电话：  010-82587030  010-62400850  
接待室 010-835873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4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游兆和、王露蕊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529 

  
编号: 47802 
序号：69 
姓名: 周强 
职务: 院长 
单位: 北京最高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27 号 邮编:100745 
电话: 010-85120534 总机 010-67550114 
高法赔偿委员会 010-675566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宁晋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志勤的责任人原宁晋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申健中的

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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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7803 
序号：70 
姓名: 北京 
职务: 审判长、承办法官 
单位: 北京最高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27 号 邮编:100745 
电话: 010-85120534 总机 010-67550114 
高法赔偿委员会 010-675566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3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宁晋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志勤的责任人原宁晋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申健中的

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24 

  
编号: 47804 
序号：71 
姓名: 徐超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北京最高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27 号 邮编:100745 
电话: 010-85120534 总机 010-67550114 
高法赔偿委员会 010-675566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宁晋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志勤的责任人原宁晋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申健中的

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24 

  
编号: 47805 
序号：72 
姓名: 何君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北京最高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27 号 邮编:100745 
电话: 010-85120534 总机 010-67550114 
高法赔偿委员会 010-675566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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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5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宁晋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志勤的责任人原宁晋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申健中的

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24 

  
编号: 47806 
序号：73 
姓名: 李钟慧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北京最高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27 号 邮编:100745 
电话: 010-85120534 总机 010-67550114 
高法赔偿委员会 010-6755669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宁晋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志勤的责任人原宁晋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申健中的

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24 

  
编号: 47914 
序号：74 
姓名: 王明月 
职务: 国保警察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西环路甲 68 号  邮编︰102200 
电话:（区分局）办公室 010-69742197 （国保处）010-69746618 
国保王明月︰010-6974661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1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610 办公室”利用“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13 

  
编号: 47915 
序号：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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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董培杰 
职务: 科员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 19 号  邮编︰102200 
电话︰010-89741539 89741657 89741645 89741646 
区“610”成员董培杰（科员)︰13311157705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1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610 办公室”利用“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13 

  
编号: 47916 
序号：76 
姓名: 谷天利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 南口镇 610 办 邮编:102202 
电话: 010-69771897 
南口镇“610”主任谷天利：办 010-6977189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1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610 办公室”利用“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13 

  
编号: 47917 
序号：77 
姓名: 陈丙华 (音) 
职务: 主任 （原任）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城北“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北环路 2 号  城区镇 610 办 邮编：102200 
电话: 010-89784051  传真 010-69709947  email 89784051@qq.com  
原城北“610”主任陈丙华（陈炳华）：010-8973174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1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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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610 办公室”利用“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13 

  
编号: 47918 
序号：78 
姓名: 汤毅麟 
职务: 老板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北家龙山度假村（朝凤庵“洗脑班”所在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朝凤庵村 北家龙山度假村  邮编:102200 
电话:（区 610 办）010-89741539 （度假村 洗脑班）010-60713479 60713300 
龙山度假村（朝凤庵“洗脑班”所在地）老板汤毅麟：010-60713279 60713300  传真 010-60713279 
1381002899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1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610 办公室”利用“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13 

  
编号: 47919 
序号：79 
姓名: 陈华 
职务: 老板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胡庄村水晶加工厂（昌平区胡庄“洗脑班”所在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乡胡庄村 水晶加工厂  邮编:102200 
电话:（胡庄村委 十三陵镇委）010-89761584 传 
水晶加工厂（昌平区胡庄“洗脑班”所在地）老板陈华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1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610 办公室”利用“洗脑班”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913 

  
编号: 48220 
序号：80 
姓名: 杨万秋 
职务: 警察 (区国保大队队长) 
单位: 北京公安局大兴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175 号  邮编：102600 
电话：（区公安局）办公室 010-69243071 01069234033 （区国保）010-6923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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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杨万秋 (区国保大队队长)：13910316211  010-6923291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2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秋莎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9 

  
编号: 48221 
序号：81 
姓名: 王守海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公安局大兴分局兴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丰北大街 三段 58 号 邮编：102600 
电话：010-69242256 或 010-69247425 
兴丰派出所所长王守海：139102623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2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秋莎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9 

  
编号: 48222 
序号：82 
姓名: 王建民 
职务: 片警 
单位: 北京公安局大兴分局兴丰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丰北大街 三段 58 号 邮编：102600 
电话：010-69242256 或 010-69247425 
兴丰派出所片警王建民：136113733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2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秋莎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9 

  
编号: 48328 
序号：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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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云峰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甲 68 号    邮编:102200 
电话: 010-69746110；010-69742197；010-89784582、010-89782775、010-80111350、 
010-80193803、010-69746231 
投诉电话：010-80718669；国保处 010-69746618 
李云峰：办 010-69742197、010-84811952、010-84811950、010-84811951 、010-6911438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32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327 

  
编号: 48329 
序号：84 
姓名: 杜建国 
职务: 预审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曹庄村        邮编：102202 
电话: 010-80193803；010-8979834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32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327 

  
编号: 48330 
序号：85 
姓名: 张辽沙 
职务: 预审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曹庄村        邮编：102202 
电话: 010-80193803；010-8979834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33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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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