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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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编号: 43059 
序号：1 
姓名: 赵化勇 
职务: 台长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59 
迫害案例:  

  
编号: 43060 
序号：2 
姓名: 李东升 
职务: 副台长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60 
迫害案例:  

  
编号: 43061 
序号：3 
姓名: 林刚 
职务: 《焦点访谈》摄影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61 
迫害案例:  

  
编号: 43062 
序号：4 
姓名: 梁建增 
职务: 《焦点访谈》制片人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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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62 
迫害案例:  

  
编号: 43063 
序号：5 
姓名: 孙克文 
职务: 《焦点访谈》制片人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63 
迫害案例:  

  
编号: 43064 
序号：6 
姓名: 关海鹰 
职务: 《焦点访谈》制片人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64 
迫害案例:  

  
编号: 43065 
序号：7 
姓名: 陈虹 
职务: 《焦点访谈》制片人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65 
迫害案例:  

  
编号: 43066 
序号：8 
姓名: 杨继红 
职务: 《焦点访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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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66 
迫害案例:  

  
编号: 43067 
序号：9 
姓名: 孙杰 
职务: 《焦点访谈》主编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67 
迫害案例:  

  
编号: 43068 
序号：10 
姓名: 王琦冰 
职务: 《焦点访谈》责任编辑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68 
迫害案例:  

  
编号: 43069 
序号：11 
姓名: 孙玉胜 
职务: 《焦点访谈》节目总监 
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6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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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070 
序号：12 
姓名: 江亚平 
职务: 总社记者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70 
迫害案例:  

  
编号: 43071 
序号：13 
姓名: 沈虹冰 
职务: 江西分社记者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71 
迫害案例:  

  
编号: 43072 
序号：14 
姓名: 黄燕 
职务: 吉林分社记者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72 
迫害案例:  

  
编号: 43073 
序号：15 
姓名: 齐彬 
职务:  
单位: 中国新闻社 (中新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百万庄南街 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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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100037 
电话：010-88387105 8838725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73 
迫害案例:  

  
编号: 43074 
序号：16 
姓名: 袁建达 
职务:  
单位: 人民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日报, 人民网 
总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9 
电子邮箱：kf@people.cn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74 
迫害案例:  

  
编号: 43075 
序号：17 
姓名: 朱伟光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75 
迫害案例:  

  
编号: 43076 
序号：18 
姓名: 王琦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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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76 
迫害案例:  

  
编号: 43077 
序号：19 
姓名: 高建进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77 
迫害案例:  

  
编号: 43078 
序号：20 
姓名: 孙献涛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78 
迫害案例:  

  
编号: 43079 
序号：21 
姓名: 木子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7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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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080 
序号：22 
姓名: 刘丽强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80 
迫害案例:  

  
编号: 43081 
序号：23 
姓名: 王绍雄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81 
迫害案例:  

  
编号: 43082 
序号：24 
姓名: 崔志坚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82 
迫害案例:  

  
编号: 43083 
序号：25 
姓名: 刘先琴 
职务:  
单位: 光明日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光明日报出版社地址 :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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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100062 
电话: http://book.gmw.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83 
迫害案例:  

  
编号: 43084 
序号：26 
姓名: 王海洲 
职务:  
单位: 中国青年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 
联系:  http://www.cyol.net/link/link-index.ht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84 
迫害案例:  

  
编号: 43085 
序号：27 
姓名: 陈健 
职务:  
单位: 中国新闻社 (中新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百万庄南街 12 号 
邮编 100037 
电话：010-88387105 88387252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85 
迫害案例:  

  
编号: 43087 
序号：28 
姓名: 吴乐斌 
职务: 副理事长 
单位: 中科院青年创新联合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19 号 邮编：100029 
办公电话：010-82998237 
Email：qch@mail.iggcas.ac.cn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8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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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095 
序号：29 
姓名: 罗照 
职务:  
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7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095 
迫害案例:  

  
编号: 43103 
序号：30 
姓名: 田雨 
职务: 新华社记者 
单位: 新华社, 新华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华社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新华网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合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03 
迫害案例:  

 对新华社记者田雨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 

  
编号: 43104 
序号：31 
姓名: 康新文 
职务: (武汉) 
单位: 新华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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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04 
迫害案例:  

  
编号: 43105 
序号：32 
姓名: 朱华颖 
职务: (武汉) 
单位: 新华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05 
迫害案例:  

  
编号: 43106 
序号：33 
姓名: 张勇 
职务: 北京记者 
单位: 新华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06 
迫害案例:  

  
编号: 43107 
序号：34 
姓名: 廖翊 
职务: 北京记者 
单位: 新华网,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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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华网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07 
迫害案例:  

  
编号: 43108 
序号：35 
姓名: 李贺普 
职务: 北京记者 
单位: 新华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08 
迫害案例:  

  
编号: 43109 
序号：36 
姓名: 车书明 
职务: 北京记者 
单位: 新华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0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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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110 
序号：37 
姓名: 李永升 
职务: 北京记者 
单位: 新华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10 
迫害案例:  

  
编号: 43111 
序号：38 
姓名: 张焕利 
职务: (东京) 
单位: 新华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11 
迫害案例:  

  
编号: 43112 
序号：39 
姓名: 黄慧珠 
职务: (莫斯科) 
单位: 新华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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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12 
迫害案例:  

  
编号: 43113 
序号：40 
姓名: 黄恒 
职务:  
单位: 新华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13 
迫害案例:  

  
编号: 43114 
序号：41 
姓名: 刘忠海 
职务:  
单位: 新华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14 
迫害案例:  

  
编号: 43115 
序号：42 
姓名: 杨骏 
职务:  
单位: 新华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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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15 
迫害案例:  

  
编号: 43116 
序号：43 
姓名: 李润田 
职务: 特约记者 
单位: 新华网, 国际先驱导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华网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16 
迫害案例:  

  
编号: 43117 
序号：44 
姓名: 金子 
职务: 责任编辑 
单位: 新华网, 国际先驱导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华网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17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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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118 
序号：45 
姓名: 范伟国 
职务: 主编 
单位: 新华网, 国际先驱导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华网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18 
迫害案例:  

  
编号: 43119 
序号：46 
姓名: 刘新宇 
职务: 执行主编 
单位: 新华网, 国际先驱导报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华网地址： 北京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园 10 号 邮编：100162 
电话： 
综 合 部： (010)88050863 
市场拓展部：(010)88050837、88050835 
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中心： (010)88050775、88050803、88050777 
无线互联网事业部：(010)88050807 
www.xinhuanet.com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19 
迫害案例:  

  
编号: 43120 
序号：47 
姓名: 杜宇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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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20 
迫害案例:  

  
编号: 43121 
序号：48 
姓名: 卜云彤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21 
迫害案例:  

  
编号: 43122 
序号：49 
姓名: 张海石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22 
迫害案例:  

  
编号: 43123 
序号：50 
姓名: 王有根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23 
迫害案例:  

  
编号: 43124 
序号：51 
姓名: 王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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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24 
迫害案例:  

  
编号: 43125 
序号：52 
姓名: 吴平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25 
迫害案例:  

  
编号: 43126 
序号：53 
姓名: 张先国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26 
迫害案例:  

  
编号: 43127 
序号：54 
姓名: 张洪河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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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27 
迫害案例:  

  
编号: 43128 
序号：55 
姓名: 倪四义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28 
迫害案例:  

  
编号: 43129 
序号：56 
姓名: 李新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29 
迫害案例:  

  
编号: 43130 
序号：57 
姓名: 刘瑞常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30 
迫害案例:  

  
编号: 43131 
序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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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连玉梅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31 
迫害案例:  

  
编号: 43132 
序号：59 
姓名: 黄淑萍 
职务: （江西)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32 
迫害案例:  

  
编号: 43133 
序号：60 
姓名: 范朝忠 
职务: （江西)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33 
迫害案例:  

  
编号: 43134 
序号：61 
姓名: 赵丽华 
职务: （江西)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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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34 
迫害案例:  

  
编号: 43147 
序号：62 
姓名: 索水仙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7 
迫害案例:  

  
编号: 43148 
序号：63 
姓名: 黄金锁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8 
迫害案例:  

  
编号: 43149 
序号：64 
姓名: 胡新峰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4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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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150 
序号：65 
姓名: 韩晓梅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50 
迫害案例:  

  
编号: 43151 
序号：66 
姓名: 郭长青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51 
迫害案例:  

  
编号: 43152 
序号：67 
姓名: 陈兰生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52 
迫害案例:  

  
编号: 43153 
序号：68 
姓名: 文淑范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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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53 
迫害案例:  

  
编号: 43154 
序号：69 
姓名: 于茂秋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54 
迫害案例:  

  
编号: 43155 
序号：70 
姓名: 杨忠福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55 
迫害案例:  

  
编号: 43156 
序号：71 
姓名: 谢一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5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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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157 
序号：72 
姓名: 封狐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57 
迫害案例:  

  
编号: 43158 
序号：73 
姓名: 庞开松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58 
迫害案例:  

  
编号: 43165 
序号：74 
姓名: 周文广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65 
迫害案例:  

  
编号: 43166 
序号：75 
姓名: 周衡义 
职务: 记者 (摄) 
单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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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66 
迫害案例:  

  
编号: 43167 
序号：76 
姓名: 麦棠源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67 
迫害案例:  

  
编号: 43168 
序号：77 
姓名: 刘景和 
职务: (政协宗教界委员)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68 
迫害案例:  

  
编号: 43169 
序号：78 
姓名: 韩杼滨 
职务: 院长 
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北河沿大街 147 号 邮编：100726 
电话：65252000/6559200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69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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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170 
序号：79 
姓名: 茆琛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70 
迫害案例:  

  
编号: 43171 
序号：80 
姓名: 李和中 
职务: (安徽代表)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71 
迫害案例:  

  
编号: 43172 
序号：81 
姓名: 任硌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72 
迫害案例:  

  
编号: 43173 
序号：82 
姓名: 刘子阳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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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73 
迫害案例:  

  
编号: 43174 
序号：83 
姓名: 王健民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74 
迫害案例:  

  
编号: 43175 
序号：84 
姓名: 陈广俊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75 
迫害案例:  

  
编号: 43176 
序号：85 
姓名: 郭力群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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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76 
迫害案例:  

  
编号: 43177 
序号：86 
姓名: 胡光耀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77 
迫害案例:  

  
编号: 43178 
序号：87 
姓名: 伍卓生 
职务: (全加华人联合会共同主席)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78 
迫害案例:  

  
编号: 43179 
序号：88 
姓名: 释圣辉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79 
迫害案例:  

  
编号: 43180 
序号：89 
姓名: 陈光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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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80 
迫害案例:  

  
编号: 43181 
序号：90 
姓名: 陈敏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81 
迫害案例:  

  
编号: 43182 
序号：91 
姓名: 李自良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82 
迫害案例:  

  
编号: 43183 
序号：92 
姓名: 杜斌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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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83 
迫害案例:  

  
编号: 43184 
序号：93 
姓名: 吴献 
职务: (呼和浩特)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84 
迫害案例:  

  
编号: 43185 
序号：94 
姓名: 阿斯钢 
职务: (呼和浩特)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85 
迫害案例:  

  
编号: 43186 
序号：95 
姓名: 晓言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86 
迫害案例:  

  
编号: 43187 
序号：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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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杨晓慧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87 
迫害案例:  

  
编号: 43188 
序号：97 
姓名: 江国成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88 
迫害案例:  

  
编号: 43189 
序号：98 
姓名: 韩松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89 
迫害案例:  

  
编号: 43190 
序号：99 
姓名: 林红梅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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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90 
迫害案例:  

  
编号: 43191 
序号：100 
姓名: 刘亮权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91 
迫害案例:  

  
编号: 43192 
序号：101 
姓名: 王金涛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92 
迫害案例:  

  
编号: 43193 
序号：102 
姓名: 苏晓巍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9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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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194 
序号：103 
姓名: 张曙光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94 
迫害案例:  

  
编号: 43195 
序号：104 
姓名: 晓光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95 
迫害案例:  

  
编号: 43196 
序号：105 
姓名: 董振国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96 
迫害案例:  

  
编号: 43197 
序号：106 
姓名: 王星桥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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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97 
迫害案例:  

  
编号: 43198 
序号：107 
姓名: 石新荣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198 
迫害案例:  

  
编号: 43200 
序号：108 
姓名: 马宏图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00 
迫害案例:  

  
编号: 43201 
序号：109 
姓名: 苑海震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01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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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202 
序号：110 
姓名: 刘涛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02 
迫害案例:  

  
编号: 43203 
序号：111 
姓名: 张淑英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03 
迫害案例:  

  
编号: 43205 
序号：112 
姓名: 陈晓虎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05 
迫害案例:  

  
编号: 43206 
序号：113 
姓名: 李煦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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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06 
迫害案例:  

  
编号: 43208 
序号：114 
姓名: 张晓晶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08 
迫害案例:  

  
编号: 43210 
序号：115 
姓名: 徐振强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10 
迫害案例:  

  
编号: 43211 
序号：116 
姓名: 徐江善 
职务: 记者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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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11 
迫害案例:  

  
编号: 43212 
序号：117 
姓名: 师海波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12 
迫害案例:  

  
编号: 43214 
序号：118 
姓名: 李晶超 
职务: 研究室 
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东长安街 14 号 邮编：100741 
电话：6520211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14 
迫害案例:  

  
编号: 43215 
序号：119 
姓名: 刘玉清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15 
迫害案例:  

  
编号: 43216 
序号：120 
姓名: 周良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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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16 
迫害案例:  

  
编号: 43217 
序号：121 
姓名: 周慈朴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17 
迫害案例:  

  
编号: 43218 
序号：122 
姓名: 孙承斌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18 
迫害案例:  

  
编号: 43219 
序号：123 
姓名: 尹鸿祝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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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19 
迫害案例:  

  
编号: 43220 
序号：124 
姓名: 吕晓宇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20 
迫害案例:  

  
编号: 43221 
序号：125 
姓名: 唐召明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21 
迫害案例:  

  
编号: 43222 
序号：126 
姓名: 王蔚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22 
迫害案例:  

  
编号: 43223 
序号：127 
姓名: 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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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23 
迫害案例:  

  
编号: 43224 
序号：128 
姓名: 郭嘉冰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24 
迫害案例:  

  
编号: 43225 
序号：129 
姓名: 王圣志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25 
迫害案例:  

  
编号: 43226 
序号：130 
姓名: 丁志刚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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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26 
迫害案例:  

  
编号: 43227 
序号：131 
姓名: 吕进军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27 
迫害案例:  

  
编号: 43228 
序号：132 
姓名: 尹洪东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28 
迫害案例:  

  
编号: 43229 
序号：133 
姓名: 宋鹏林 
职务: 原政治处主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马场 (总后勤部内蒙古八一军马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八一农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29 
迫害案例:  

  
编号: 43230 
序号：134 
姓名: 李春慈 
职务: 原文艺宣传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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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马场 (总后勤部内蒙古八一军马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八一农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30 
迫害案例:  

  
编号: 43231 
序号：135 
姓名: 王洪峰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31 
迫害案例:  

  
编号: 43232 
序号：136 
姓名: 吕玉武 
职务: 原宣传队演奏员 
单位: 吉林省森警支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吉林市森警支队军人服务 
地址: 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大街 119 号 邮编：132001 
电话：0432-008643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32 
迫害案例:  

  
编号: 43233 
序号：137 
姓名: 徐占璞 
职务: 原小学人员 
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珠江路小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吉林省春市宽城区珠江路 64 号  邮编：130051 
电话：279435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33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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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3234 
序号：138 
姓名: 鲍盛华 
职务: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34 
迫害案例:  

  
编号: 43236 
序号：139 
姓名: 王德胜 
职务: (新华社诽谤法轮功专集参与人员)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电话：86-10-63071114 
单位系统:宣传、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36 
迫害案例:  

  
编号: 43237 
序号：140 
姓名: 方立天 
职务: 特聘专家 
单位: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华社诽谤法轮功专集参与人员。 已死亡）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37 
迫害案例:  

  
编号: 43238 
序号：141 
姓名: 贺克敏 
职务: 政策法规司司长 
单位: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邮编：100009 
总机：64095114 传真：64095000 
单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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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38 
迫害案例:  

  
编号: 43239 
序号：142 
姓名: 陈红星 
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邮编：100009 
总机：64095114 传真：640950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39 
迫害案例:  

  
编号: 43240 
序号：143 
姓名: 张伟达 
职务: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法规处处长 
单位: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邮编：100009 
总机：64095114 传真：640950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40 
迫害案例:  

  
编号: 43248 
序号：144 
姓名: 赵磊 
职务: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邮编：100009 
总机：64095114 传真：640950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48 
迫害案例:  

  
编号: 43249 
序号：145 
姓名: 周怡文 
职务: 政策法规司处长 
单位: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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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邮编：100009 
总机：64095114 传真：640950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49 
迫害案例:  

  
编号: 43250 
序号：146 
姓名: 祁金 
职务: 副处长 
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4 号公安部 11 局  邮编： 110000 
电话：010-6502211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3250 
迫害案例:  

 追查利用监控互联网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省、市“网警”系统及其责任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6 

  
编号: 47605 
序号：147 
姓名: 郭声琨 
职务: 部长 
单位: 中共公安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东长安街 14 号 邮编：100741 
电话：6520211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05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国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7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