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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 

编号: 44591 
序号：1 
姓名: 许志诚 （音） 
职务: 国安科 
单位: 四川省中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中江县德阳市玄武西路 26 号 邮编︰618100 
电话：0838-7209886 0838-7202229 
传真 0838-7201753 
国安科许志诚（许志成）: 0838-7202060 1388103081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9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中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漆小平、王晓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79 

  
编号: 44592 
序号：2 
姓名: 何显田（音） 
职务: 国安科 
单位: 四川省中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中江县德阳市玄武西路 26 号 邮编︰618100 
电话：0838-7209886 0838-7202229 
传真 0838-720175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9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中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漆小平、王晓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79 

  
编号: 44593 
序号：3 
姓名: 游中林 
职务: 国安科 
单位: 四川省中江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中江县德阳市玄武西路 26 号 邮编︰618100 
电话：0838-7209886 0838-720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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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838-7201753 
国安科游中林: 0838-7209030 1500837558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9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中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漆小平、王晓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79 

  
编号: 44877 
序号：4 
姓名: 万全 
职务:  
单位: 辽宁省抚顺市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中段 21 号 邮编：113006 
电话：0413-767100 0413-767100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77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焦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74 

  
编号: 45179 
序号：5 
姓名: 汪洋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原任） 
单位: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歙县 215 省道 邮编: 245200 
电话:（县公安局）办公室 0559-6515898 
国安大队 0559-6515897 
国安大队队长汪洋（已遭报改行）: 1380559152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79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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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5180 
序号：6 
姓名: 程智斌 
职务: 国安副大队队长（原任） 
单位: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歙县 215 省道 邮编: 245200 
电话:（县公安局）办公室 0559-6515898 
国安大队 0559-6515897 
原副队长程智斌:13329090586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80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75 

  
编号: 45258 
序号：7 
姓名: 杨喜明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四川省眉山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眉山市国安局 邮编：620020 
电话：办公室 0833-8169399 传真 0833-8169499 
副局长杨喜明：0833-8169311 8393803 13990391003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5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眉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凯军、祝群华、万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53 

  
编号: 45259 
序号：8 
姓名: 罗启龙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四川省眉山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眉山市国安局 邮编：620020 
电话：办公室 0833-8169399 传真 0833-8169499 
副局长罗启龙：0833-8169511 1390903039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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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5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眉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凯军、祝群华、万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53 

  
编号: 45260 
序号：9 
姓名: 陈瑞剑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四川省眉山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眉山市国安局 邮编：620020 
电话：办公室 0833-8169399 传真 0833-8169499 
办公室主任陈瑞剑：0833-8169711 13909034119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6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眉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凯军、祝群华、万武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253 

  
编号: 46465 
序号：10 
姓名: 尹灿明 
职务: 国安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望仙路 1 号  邮编︰410100 
电话：0731-84015016 
值班室 84015000 84015210 
传真 84015117 
副大队长尹灿明：办 84015019 宅 84015171 1378703101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6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466 
序号：11 
姓名: 李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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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安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长沙县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望仙路 1 号  邮编︰410100 
电话：0731-84015016 
值班室 84015000 84015210 
传真 84015117 
副大队长李洪建：办 84015019 宅 84015172 13975863887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6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长沙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言虹、李玄刚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453 

  
编号: 46721 
序号：12 
姓名: 林建明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鼎屏镇挞子丘古邻大道    邮编:638500   
公安局电话:826-3222295 
邻水县公安局 ： 0826-3222811 传真 0826-3222127 
邻水县公安局办公室：0826-3239626 
国安大队办公室 0826-3224840， 0826-3234625 
大队长林建明 13882689788、0826-3221019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素兰、徐开琼、李坤菊、钟东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15 

  
编号: 46722 
序号：13 
姓名: 王勇 (5) 
职务: 国安大队指导员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鼎屏镇挞子丘古邻大道    邮编:638500   
公安局电话:826-3222295 
邻水县公安局 ： 0826-3222811 传真 0826-3222127 
邻水县公安局办公室：0826-3239626 
国安大队办公室 0826-3224840， 0826-323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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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王勇： 0826-3221921， 1388262888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素兰、徐开琼、李坤菊、钟东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15 

  
编号: 46723 
序号：14 
姓名: 谭文韬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鼎屏镇挞子丘古邻大道    邮编:638500   
公安局电话:826-3222295 
邻水县公安局 ： 0826-3222811 传真 0826-3222127 
邻水县公安局办公室：0826-3239626 
国安大队办公室 0826-3224840， 0826-3234625 
谭文韬：13550988678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素兰、徐开琼、李坤菊、钟东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15 

  
编号: 46724 
序号：15 
姓名: 代维国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鼎屏镇挞子丘古邻大道    邮编:638500   
公安局电话:826-3222295 
邻水县公安局 ： 0826-3222811 传真 0826-3222127 
邻水县公安局办公室：0826-3239626 
国安大队办公室 0826-3224840， 0826-3234625 
代维国：13699644663、3225986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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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素兰、徐开琼、李坤菊、钟东胜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15 

  
编号: 47011 
序号：16 
姓名: 章可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安业务） 
单位: 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公安局地址: 四川省內江市威远县严陵镇西街 94 号  邮编:642450 
县公安局：0832-8297019； 
指挥中心值班电话：0832-8297015； 
传真电话：0832-8297015 
章可 办 0832-8834888 宅 0832-8220608 手机 13990542778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1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威远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盛奎、刘建平、刘翠容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007 

  
编号: 48019 
序号：17 
姓名: 刘泽光 
职务: 厅长 
单位: 黑龙江省国家安全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海星路 3 号    邮编:150090 
电话: 总机 0454-82377500 
刘泽光: 办 0454-82377996、0454-82375601；宅 0454-82382857；1394507000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19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崔会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18 

  
编号: 48124 
序号：18 
姓名: 安来寅 
职务: 国安科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北京路 136 号   邮编︰73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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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935-8825403 
国保大队：0935-8811323 
安来寅：8828651 ；13830576942，宅 9358230469（警号：041042）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24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25 
序号：19 
姓名: 王群 
职务: 国安科 
单位: 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北京路 136 号   邮编︰737103 
电话︰0935-8825403 
国保大队：0935-8811323 
王群：8811636，13519466070，宅 9358229112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25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金昌市、哈尔滨市、麻城市干扰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800 

  
编号: 48140 
序号：20 
姓名: 董经纬 
职务: 厅长 
单位: 河北省国家安全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安全厅）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工农路 538 号 邮编：050081 
电话：0311-87098185 一处（迫害法轮功）0311-87098010 
省国家安全厅厅长董经纬：0311-709818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40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石家庄市国家安全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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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8141 
序号：21 
姓名: 张国斌 
职务: 厅长 (原任) 
单位: 河北省国家安全厅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省安全厅）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工农路 538 号 邮编：050081 
电话：0311-87098185 一处（迫害法轮功）0311-87098010 
省国家安全厅原厅长张国斌（男 汉族 1961 年 11 月生，浙江新昌人 现任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0311-7098185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大街 80 号  邮编 050056 电话 0311-83035101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41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石家庄市国家安全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97 

  
编号: 48142 
序号：22 
姓名: 李彦龙 
职务: 警察 
单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国家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兴凯路 219 付 1 号 市政府西院 2 号楼 邮编：
050057 
电话：0311-87820049、0311-87820041、0311-87820042、0311-87820043、 0311-879820048、0311-
87820047、0311-87810041、0311-87810047、0311-87810048、 0311-87825314、0311-87838247 
市国家安全局警察李彦龙：13315998756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142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石家庄市国家安全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97 

  
编号: 48211 
序号：23 
姓名: 罗伦富 
职务: 洞口县国安人员（队长） 
单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公安局)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 桔城东路 184 号 邮编:422300 
电话:（县公安局）0739-7222041 传真 0739－7233791  Email: dkga110@163.com （国保大队）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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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0750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1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肖建豪、曾了元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