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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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编号: 48553 

序号：1 

姓名: 鹿进宝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正通路 16 号 邮编: 102488 

电话: 010-81389110 010-80189140 

区公安分局局长鹿进宝：1390108968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5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城关派出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王金玲、李淑文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39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秀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追查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玉珍、杨洋母子的责任人的通

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19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编号: 48554 

序号：2 

姓名: 刘长剑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局分局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城关派出所办公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西大街 25 号  邮政编

码:102400 

报警电话：89324839 或 89323519 

常住户口咨询：69314110 

暂住证咨询：69314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5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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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城关派出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王金玲、李淑文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39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48555 

序号：3 

姓名: 刘文军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局分局城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城关派出所办公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西大街 25 号  邮政编

码:102400 

报警电话：89324839 或 89323519 

常住户口咨询：69314110 

暂住证咨询：69314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5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城关派出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王金玲、李淑文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39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48556 

序号：4 

姓名: 张余海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邮政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西路１１号 邮政编码：102401 

电话：010-8935615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5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城关派出所非法抓捕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王金玲、李淑文

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53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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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48844 

序号：5 

姓名: 程东红 

职务:  

单位: 中国科协书记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44 

迫害案例:  

  

编号: 48848 

序号：6 

姓名: 贺慧玲 

职务:  

单位: 北京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48 

迫害案例:  

  

编号: 48897 

序号：7 

姓名: 石华 

职务:  

单位: 中国医学气功学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医学气功学会地址： 

北京朝阳区樱花园东街 6 号 

邮编 100029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97 

迫害案例:  

  

编号: 48915 

序号：8 

姓名: 段建勋 

职务:  

单位: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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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15 

迫害案例:  

  

编号: 48917 

序号：9 

姓名: 柏万良 

职务:  

单位: 中国科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17 

迫害案例:  

  

编号: 48921 

序号：10 

姓名: 李建明 

职务:  

单位: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21 

迫害案例:  

  

编号: 48922 

序号：11 

姓名: 李亚舒 

职务:  

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邮寄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2 号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22 

迫害案例:  

  

编号: 48924 

序号：12 

姓名: 徐人仲 

职务:  

单位: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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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24 

迫害案例:  

  

编号: 48927 

序号：13 

姓名: 张庆波 

职务:  

单位: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27 

迫害案例:  

  

编号: 48929 

序号：14 

姓名: 冯瑛冰 

职务: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29 

迫害案例:  

  

编号: 48930 

序号：15 

姓名: 牛爱民 

职务: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30 

迫害案例:  

  

编号: 48931 

序号：16 

姓名: 王雷鸣   

职务: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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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新华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31 

迫害案例:  

  

编号: 48951 

序号：17 

姓名: 方汉奇 

职务:  

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51 

迫害案例:  

  

编号: 48955 

序号：18 

姓名: 张伟 

职务:  

单位: 中国科协办公厅综合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55 

迫害案例:  

  

编号: 48962 

序号：19 

姓名: 英木兰 

职务:  

单位: 北京市天主教会北京教区教务委员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62 

迫害案例:  

  

编号: 48964 

序号：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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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清淮 

职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中国反邪教协会理事 

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中国反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64 

迫害案例:  

  

编号: 48974 

序号：21 

姓名: 赵玉琢 

职务:  

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胡家园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74 

迫害案例:  

  

编号: 48975 

序号：22 

姓名: 祝永华 

职务:  

单位: 中国科普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75 

迫害案例:  

  

编号: 48976 

序号：23 

姓名: 石洪喜 

职务:  

单位: 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7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7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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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48980 

序号：24 

姓名: 柳一兵 

职务: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街道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80 

迫害案例:  

  

编号: 48993 

序号：25 

姓名: 张玉荣 

职务: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街道东里社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93 

迫害案例:  

  

编号: 49024 

序号：26 

姓名: 洪亮 

职务:  

单位: 北京科技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24 

迫害案例:  

  

编号: 49028 

序号：27 

姓名: 杜继文 

职务:  

单位: 《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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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28 

迫害案例:  

  

编号: 49039 

序号：28 

姓名: 周高德 

职务:  

单位: 中国道教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道教学院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白云路东侧的北京白云观内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39 

迫害案例:  

  

编号: 49057 

序号：29 

姓名: 金维克 

职务:  

单位: 科学普及出版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57 

迫害案例:  

  

编号: 49068 

序号：30 

姓名: 白新文 

职务:  

单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68 

迫害案例:  

  

编号: 49098 

序号：31 

姓名: 于广涛 

职务:  

单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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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98 

迫害案例:  

  

编号: 49158 

序号：32 

姓名: 容通 

职务:  

单位: 中国佛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58 

迫害案例:  

  

编号: 49177 

序号：33 

姓名: 宋孔智 

职务:  

单位: 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77 

迫害案例:  

  

编号: 49180 

序号：34 

姓名: 晓敏 

职务:  

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80 

迫害案例:  

  

编号: 49187 

序号：35 

姓名: 胡家燕 

职务:  

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0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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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87 

迫害案例:  

  

编号: 49190 

序号：36 

姓名: 贾光龙 

职务:  

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体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90 

迫害案例:  

  

编号: 49194 

序号：37 

姓名: 骆玉峰 

职务:  

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94 

迫害案例:  

  

编号: 49198 

序号：38 

姓名: 文有仁 

职务: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单位: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98 

迫害案例:  

  

编号: 49200 

序号：39 

姓名: 皓宗 

职务: 北京大学教授 

单位: 北京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0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1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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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9228 

序号：40 

姓名: 陈秀保 

职务:  

单位: 中国科协机关党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28 

迫害案例:  

  

编号: 49233 

序号：41 

姓名: 王为福 

职务: 理事 

单位: 北京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33 

迫害案例:  

  

编号: 49246 

序号：42 

姓名: 胡启恒 

职务: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单位: 中国科协、中国工程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46 

迫害案例:  

  

编号: 49251 

序号：43 

姓名: 陶连平 

职务:  

单位: 石油化工总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5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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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9255 

序号：44 

姓名: 何秉松 

职务:  

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55 

迫害案例:  

  

编号: 49256 

序号：45 

姓名: 侯云德 

职务:  

单位: 中国工程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56 

迫害案例:  

  

编号: 49273 

序号：46 

姓名: 廉希圣 

职务:  

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73 

迫害案例:  

  

编号: 49282 

序号：47 

姓名: 李林 

职务:  

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82 

迫害案例:  

  

编号: 49285 

序号：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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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惠辰 

职务:  

单位: 中国法学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85 

迫害案例:  

  

编号: 49286 

序号：49 

姓名: 梁华仁 

职务:  

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86 

迫害案例:  

  

编号: 49290 

序号：50 

姓名: 王振清 

职务:  

单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90 

迫害案例:  

  

编号: 49291 

序号：51 

姓名: 王桂萍 

职务:  

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91 

迫害案例:  

  

编号: 49301 

序号：52 

姓名: 郭道晖 

职务: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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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中国法学会法理会研究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01 

迫害案例:  

  

编号: 49305 

序号：53 

姓名: 陈祖甲 

职务: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理事 

单位: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05 

迫害案例:  

  

编号: 49310 

序号：54 

姓名: 刘为民 

职务:  

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情报系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10 

迫害案例:  

  

编号: 49322 

序号：55 

姓名: 孙纪申 

职务:  

单位: 中国医学科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22 

迫害案例:  

  

编号: 49678 

序号：56 

姓名: 孟繁宇 

职务: 政委, 所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马驹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马驹桥派出所 邮编：1011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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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0509258（值班室 24 小时值班电话）；60500892   

（户籍咨询）： 605903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7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马驹桥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邢风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77 

  

编号: 49679 

序号：57 

姓名: 王钊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马驹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马驹桥派出所 邮编：101102 

电话：60509258（值班室 24 小时值班电话）；60500892   

（户籍咨询）： 60590321 

办案民警王钊 1391110535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7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马驹桥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邢风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77 

  

编号: 49904 

序号：58 

姓名: 何中栋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东街 7 号 邮编:100054 

副局长何中栋：13021067701 010-835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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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0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05 

序号：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6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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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方工 

职务: 副检察长 (原任) 

单位: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2 号 邮编: 100040 

电话: 010-599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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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0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06 

序号：60 

姓名: 马艾地 

职务: 院长 (原任) 

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邮编:100040 

电话：010-68639038  投诉 010-68635255  010-6863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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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0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07 

序号：61 

姓名: 郑卫阳 

职务: 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原任) 

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邮编:100040 

电话：010-68639038  投诉 010-68635255  010-6863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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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0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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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9908 

序号：62 

姓名: 马子荣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邮编:100040 

电话：010-68639038  投诉 010-68635255  010-6863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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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0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09 

序号：63 

姓名: 王惠庆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邮编:100040 

电话：010-68639038  投诉 010-68635255  010-6863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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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0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10 

序号：64 

姓名: 李香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邮编:100040 

电话：010-68639038  投诉 010-68635255  010-6863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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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1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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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9911 

序号：65 

姓名: 黄璇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邮编:100040 

电话：010-68639038  投诉 010-68635255  010-6863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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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1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12 

序号：66 

姓名: 王金亮 

职务: 局长（主管前进监狱） 

单位: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京山线茶淀站清河农场 邮编:300481 

电话: 010-67989344 (0106798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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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1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13 

序号：67 

姓名: 魏福科 

职务: 政治处主任 

单位: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前进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通讯地址：天津市汉沽区京山线茶淀站 106 信箱  邮编：300481 

电话：(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 010-83589148/49   (前进监狱) 值班室 022-67988215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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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1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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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14 

序号：68 

姓名: 杜灵欣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 27 号  邮编：100032 

电话：010-88301700   010-8806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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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1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15 

序号：69 

姓名: 宋惠纲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10 号  邮编：100045 

电话：010-68026943  010-68026897  010-68021066-1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16 

序号：70 

姓名: 李元虎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10 号  邮编：100045 

电话：010-68026943  010-68026897  010-68021066-1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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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17 

序号：71 

姓名: 陈曦 

职务: 片警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10 号  邮编：100045 

电话：010-68026943  010-68026897  010-68021066-111 

片警陈曦：138013527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18 

序号：72 

姓名: 王奇 

职务: 书记、办事处主任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工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 5－7   邮码：100045 

电话：热线 010-51813999  办公室 010-51813995  电子邮箱：bjyt@bjyt.gov.cn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49919 

序号：73 

姓名: 蒋小刚 

职务: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工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 5－7   邮码：100045 

电话：热线 010-51813999  办公室 010-51813995  电子邮箱：bjyt@bjyt.gov.cn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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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编号: 50069 

序号：74 

姓名: 杨晓超 

职务: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005 

电话：010-63089696  010-65121188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晓超（已调任中纪委）：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

100053 举报电话 (010)12388  网上举报 www.12388.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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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6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070 

序号：75 

姓名: 张延昆 

职务: 副书记 

单位: 北京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委）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 邮编：100005 

电话：010-63089696  010-6512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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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7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071 

序号：76 

姓名: 王小洪 

职务: 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 北京市、北京市公安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9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0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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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9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85222233 010-8522505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072 

序号：77 

姓名: 李建军 

职务: 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 北京市安全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蒲黄渝路 邮编：100078 

北京市安全局李建军：13910887664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073 

序号：78 

姓名: 李良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昌平区委、昌平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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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法委)010-89741650 010-69746431-503 

(区“610) 010-69744163 

(610 办) 010-89741539 89741657 89741645 89741646 

区政法委书记李良(男，汉族，1962 年 10 月生，河南沈丘人，1991 年 6 月加入中共，1984 年 7 月参

加工作，研究生毕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 ，法学硕士，高级政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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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7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秀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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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0074 

序号：79 

姓名: 金晖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委、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区政法委）北京市东城区育群胡同 6 号 邮编：100010 

电话：（区委）010-64031118  （政法委）010-6407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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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7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075 

序号：80 

姓名: 陶晶(2)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大兴胡同 45 号 邮编： 100007 

电话：010-84081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076 

序号：81 

姓名: 高岩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 1 号 邮编：100025 

电话：010-85953400  010－65522452 办 010-65524936 010-65521242 

传真 010-85953415 010-8595341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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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077 

序号：82 

姓名: 马志立 

职务: 接待处处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16 号） 邮编：102488 

电话：办公室 010-81389117  局长接待 1081389187  1081380022 

房山公安分局接待处处长马志立：1303118276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078 

序号：83 

姓名: 李耀光(2)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通州镇新华北街 303 号 邮编：101100 

电话：010-695426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079 

序号：84 

姓名: 李忠义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延庆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镇湖南西路 18 号  邮编：102199 

电话：总机 010-1192222  010-81198020 国保科 010-81191252  预审科 010-60158680 

县公安局局长李忠义（李明义副局长 管迫害）：01081198007  01069102803  1350120853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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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080 

序号：85 

姓名: 李宝峰 

职务: 书记, 区委副书记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政法委）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 7 号   邮编：101200 

电话：010-69961305   (政法委) 值班办 010-69961927 

区政法委书记李宝峰（区委副书记）：办 010-6997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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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8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081 

序号：86 

姓名: 贺安钢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大兴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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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9234033  010-69243001  国保大队 010-6923291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8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非法抓捕 46 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编号: 50724 

序号：87 

姓名: 李勇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厂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大红罗厂乙 2 号   邮编 100034 

电话： 6617 76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0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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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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2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杜舒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编号: 50725 

序号：88 

姓名: 刘京生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厂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大红罗厂乙 2 号   邮编 100034 

电话： 6617 7606 

刘京生 1391183119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2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杜舒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编号: 50726 

序号：89 

姓名: 吕彦胜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厂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大红罗厂乙 2 号   邮编 100034 

电话： 6617 7606 

吕彦胜 1391183122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2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杜舒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编号: 50727 

序号：90 

姓名: 徐岩 

职务: 警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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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厂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大红罗厂乙 2 号   邮编 100034 

电话： 6617 7606 

徐岩 1391139558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2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杜舒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编号: 50728 

序号：91 

姓名: 杨锁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厂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大红罗厂乙 2 号   邮编 100034 

电话： 6617 7606 

杨锁 1391183139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2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杜舒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编号: 50729 

序号：92 

姓名: 王爱民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厂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大红罗厂乙 2 号   邮编 100034 

电话： 6617 7606 

王爱民 1391193449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2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杜舒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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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0730 

序号：93 

姓名: 孙大山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厂桥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大红罗厂乙 2 号   邮编 100034 

电话： 6617 7606 

孙大山 1360126256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3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杜舒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编号: 51575 

序号：94 

姓名: 张文左 

职务: 秘书长调研员 

单位: 北京市反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75 

迫害案例:  

  

编号: 51576 

序号：95 

姓名: 赵凤桐 

职务: 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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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76 

迫害案例:  

  

编号: 51578 

序号：96 

姓名: 王力军 

职务: 区委常委、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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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78 

迫害案例:  

  

编号: 51579 

序号：97 

姓名: 刘跃平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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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79 

迫害案例:  

  

编号: 51580 

序号：98 

姓名: 吉胜久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崇文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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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80 

迫害案例:  

  

编号: 51581 

序号：99 

姓名: 牛青山 

职务: 区委副书记兼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崇文区委, 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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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81 

迫害案例:  

  

编号: 51582 

序号：100 

姓名: 税勇 

职务: 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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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2 

迫害案例:  

  

编号: 51583 

序号：101 

姓名: 周开让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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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83 

迫害案例:  

  

编号: 51584 

序号：102 

姓名: 武高山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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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84 

迫害案例:  

  

编号: 51585 

序号：103 

姓名: 唐涌涛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5 

迫害案例:  

  

编号: 51586 

序号：104 

姓名: 王苏维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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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8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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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1587 

序号：105 

姓名: 朱继忠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7 

迫害案例:  

  

编号: 51588 

序号：106 

姓名: 徐伟超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8 

迫害案例:  

  

编号: 51589 

序号：107 

姓名: 张德玉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9 

迫害案例:  

  

编号: 51590 

序号：108 

姓名: 李文起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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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9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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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1591 

序号：109 

姓名: 吴克瑞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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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91 

迫害案例:  

  

编号: 51592 

序号：110 

姓名: 王际宝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委防范小组副组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政法委、区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2 

迫害案例:  

  

编号: 51593 

序号：111 

姓名: 秦小英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委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3 

迫害案例:  

  

编号: 51594 

序号：112 

姓名: 付兆庚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门头沟区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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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94 

迫害案例:  

  

编号: 51595 

序号：1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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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朱明德 

职务: 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门头沟区委, 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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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95 

迫害案例:  

  

编号: 51596 

序号：114 

姓名: 苏光宇 

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 

单位: 北京市门头沟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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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96 

迫害案例:  

  

编号: 51597 

序号：115 

姓名: 曾赞荣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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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97 

迫害案例:  

  

编号: 51598 

序号：116 

姓名: 李文亮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 区政法委 610)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 号  邮编：102401 

电话：(区委)办公室 010-89350001 (区政法委) 办公室 89350077  

(区 610)010-89355271 89350447 

综治办(010)89350079 传真 010-89350067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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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编号: 51599 

序号：117 

姓名: 石玉霞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9 

迫害案例:  

  

编号: 51600 

序号：118 

姓名: 崔华棉 

职务: 国保支队副队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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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00 

迫害案例:  

  

编号: 51601 

序号：119 

姓名: 王东旭    

职务: 科长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 610 办宣教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1 

迫害案例:  

  

编号: 51602 

序号：120 

姓名: 李长友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5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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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2 

迫害案例:  

  

编号: 51603 

序号：121 

姓名: 王有国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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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03 

迫害案例:  

  

编号: 51604 

序号：122 

姓名: 马武英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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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04 

迫害案例:  

  

编号: 51605 

序号：123 

姓名: 谈绪祥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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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05 

迫害案例:  

  

编号: 51606 

序号：124 

姓名: 孟令华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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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0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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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1607 

序号：125 

姓名: 张金宝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 610 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7 

迫害案例:  

  

编号: 51608 

序号：126 

姓名: 江德圣 

职务: 副调研员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 610 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8 

迫害案例:  

  

编号: 51609 

序号：127 

姓名: 王友江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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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09 

迫害案例:  

  

编号: 51610 

序号：128 

姓名: 杨宝山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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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1611 

序号：129 

姓名: 池宝义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1 

迫害案例:  

  

编号: 51612 

序号：130 

姓名: 丁首军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密云县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2 

迫害案例:  

  

编号: 51614 

序号：131 

姓名: 高启增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密云县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4 

迫害案例:  

  

编号: 51615 

序号：132 

姓名: 潘临珠 

职务: 县委副书记兼县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密云县委, 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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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15 

迫害案例:  

  

编号: 51616 

序号：1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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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韩耕 

职务: 县委副书记兼县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密云县委, 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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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16 

迫害案例:  

  

编号: 51617 

序号：134 

姓名: 胡耀刚 

职务: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延庆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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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17 

迫害案例:  

  

编号: 51618 

序号：135 

姓名: 陈合安 

职务: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延庆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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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18 

迫害案例:  

  

编号: 51619 

序号：136 

姓名: 赵双利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延庆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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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19 

迫害案例:  

  

编号: 51620 

序号：137 

姓名: 侯林兴 

职务: 书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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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北京市延庆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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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0 

迫害案例:  

  

编号: 51621 

序号：138 

姓名: 陈友 

职务: 政委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1 

迫害案例:  

  

编号: 51622 

序号：139 

姓名: 武顺发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2 

迫害案例:  

  

编号: 51624 

序号：140 

姓名: 李士杰 

职务: 教育改造处处长 

单位: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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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4 

迫害案例:  

  

编号: 51625 

序号：141 

姓名: 卢艳艳 

职务: 教育改造处心理咨询与改造中心主任 

单位: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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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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5 

迫害案例:  

  

编号: 51626 

序号：142 

姓名: 杨畅 

职务: 教育改造处 

单位: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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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6 

迫害案例:  

  

编号: 51627 

序号：143 

姓名: 肖培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7 

迫害案例:  

  

编号: 51628 

序号：144 

姓名: 张熙增 

职务: 理事长 

单位: 北京市反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8 

迫害案例:  

  

编号: 51629 

序号：145 

姓名: 李纯鸣 

职务: 秘书长 

单位: 北京市反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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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9 

迫害案例:  

  

编号: 51630 

序号：146 

姓名: 庞晓东 

职务: 秘书处主任 

单位: 北京市反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0 

迫害案例:  

  

编号: 51631 

序号：147 

姓名: 传印 

职务: 佛教协会会长、佛学院院长 

单位: 北京市北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长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1 

迫害案例:  

  

编号: 51633 

序号：148 

姓名: 林霖 

职务: 教育处 

单位: 北京市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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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33 

迫害案例:  

  

编号: 51634 

序号：149 

姓名: 赵志刚 

职务: 教育处 

单位: 北京市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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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3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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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1635 

序号：150 

姓名: 李刚 

职务: 教育科 

单位: 北京市新安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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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35 

迫害案例:  

  

编号: 51636 

序号：151 

姓名: 冯熙 

职务: 区委副书记、区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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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36 

迫害案例:  

  

编号: 51637 

序号：152 

姓名: 梁军 

职务: 专职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7 

迫害案例:  

  

编号: 51638 

序号：153 

姓名: 王伟民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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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51639 

序号：154 

姓名: 汪金山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办事处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9 

迫害案例:  

  

编号: 51640 

序号：155 

姓名: 岳惠玲 

职务:  

单位: 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街道办事处教育转化工作学习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0 

迫害案例:  

  

编号: 51641 

序号：156 

姓名: 田萍 

职务:  

单位: 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街道办事处教育转化工作学习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1 

迫害案例:  

  

编号: 51642 

序号：157 

姓名: 李铁 

职务: 常务副书记 

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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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42 

迫害案例:  

  

编号: 51643 

序号：1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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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宝玉 

职务:  

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 610 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3 

迫害案例:  

  

编号: 51644 

序号：159 

姓名: 刘太平 

职务: 信息科科长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4 

迫害案例:  

  

编号: 51645 

序号：160 

姓名: 靳秋生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地区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5 

迫害案例:  

  

编号: 51646 

序号：161 

姓名: 赵小仓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地区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6 

迫害案例:  

  

编号: 51647 

序号：162 

姓名: 米群岛 

职务: 主任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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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7 

迫害案例:  

  

编号: 51648 

序号：163 

姓名: 江亚兵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8 

迫害案例:  

  

编号: 51649 

序号：164 

姓名: 王国志 

职务: ）部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街道综合治理工作部（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9 

迫害案例:  

  

编号: 51650 

序号：165 

姓名: 韩世宏 

职务: 副调研员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街道综合治理工作部（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0 

迫害案例:  

  

编号: 51651 

序号：166 

姓名: 葛德军 

职务: 主任科员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街道综合治理工作部（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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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1 

迫害案例:  

  

编号: 51652 

序号：167 

姓名: 冯德生 

职务: 副主任科员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街道综合治理工作部（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2 

迫害案例:  

  

编号: 51653 

序号：168 

姓名: 王丹 

职务: ）副主任科员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街道综合治理工作部（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3 

迫害案例:  

  

编号: 51654 

序号：169 

姓名: 黄瑞丽 

职务: 科员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街道综合治理工作部（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4 

迫害案例:  

  

编号: 51655 

序号：170 

姓名: 鲁彩霞 

职务: 主任科员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委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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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5 

迫害案例:  

  

编号: 51656 

序号：171 

姓名: 高龙川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通州区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6 

迫害案例:  

  

编号: 51657 

序号：172 

姓名: 石进贤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通州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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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57 

迫害案例:  

  

编号: 51658 

序号：173 

姓名: 张文山 

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通州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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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58 

迫害案例:  

  

编号: 51659 

序号：174 

姓名: 蒋洪昉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通州区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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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1660 

序号：175 

姓名: 刘海涛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通州区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60 

迫害案例:  

  

编号: 51661 

序号：176 

姓名: 周 颖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通州区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61 

迫害案例:  

  

编号: 51662 

序号：177 

姓名: 张同发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62 

迫害案例:  

  

编号: 51663 

序号：178 

姓名: 靳柯 

职务: 党组书记 

单位: 北京市延庆县科协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6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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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1664 

序号：179 

姓名: 刘合荣 

职务: 主任 

单位: 北京市延庆县 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64 

迫害案例:  

  

编号: 53890 

序号：180 

姓名: 徐伟超 

职务: 副主任 (挂任河北省保定市防范办副主任) 

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防范办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徐伟超,现任石景山区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挂任

河北省保定市防范办副主任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3890 

迫害案例:  

  

编号: 63640 

序号：181 

姓名: 李公田 

职务: 党委委员、副局长（北京市法学会秘书长） 

单位: 北京市司法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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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40 

迫害案例:  

  

编号: 63643 

序号：182 

姓名: 宋建国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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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43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6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38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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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3644 

序号：183 

姓名: 娄斌 

职务: 政治委员 

单位: 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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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44 

迫害案例:  

  

编号: 63645 

序号：184 

姓名: 刘京辉 

职务: 副处长 

单位: 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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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45 

迫害案例:  

  

编号: 63646 

序号：185 

姓名: 张经忠    

职务: 管理处副处长 

单位: 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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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46 

迫害案例:  

  

编号: 63647 

序号：186 

姓名: 姚占良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北京市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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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47 

迫害案例:  

  

编号: 63648 

序号：1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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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罗桂伶 

职务: 教育处处长 

单位: 北京市劳教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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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48 

迫害案例:  

  

编号: 64294 

序号：188 

姓名: 张重 

职务: 警察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广源闸 15 号 邮编:100081 

电话: 010-68419305 

警察张重(北洼路社区)：警务室地址 车道沟东路 4 号居委会 电话 010-6841894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3 

  

编号: 64295 

序号：189 

姓名: 王大鹏 

职务: 所辖社区民警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广源闸 15 号 邮编:100081 

电话: 010-68419305 

社区民警王大鹏(军乐团社区)：警务室地址 紫竹院路 100 号北平房 电话 010-6841560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3 

  

编号: 64296 

序号：190 

姓名: 刘建朝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6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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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12 号 海淀体育馆区政府综合办公楼 邮编: 

100080 

电话: (区文化委)(010)51601028 

区文委书记刘建朝：010-82617916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3 

  

编号: 64297 

序号：191 

姓名: 张胜超 

职务: 馆长 

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馆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8-1 号 海淀文化艺术大厦 A 座 邮编: 

100086 

电话: 010-51655005 

区文化馆馆长张胜超：51601629 13910785953 1861101627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缪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3 

  

编号: 64390 

序号：192 

姓名: 邹开红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 9 号 邮编：102200 

电话：010-69742705 咨询 01069746910 批捕科 010-60718217 公诉科 6071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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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9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秀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2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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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4391 

序号：193 

姓名: 王雪鹏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 9 号 邮编：102200 

电话：010-69742705 咨询 01069746910 批捕科 010-60718217 公诉科 60718233 

检察官王雪鹏：0106071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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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9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秀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编号: 64392 

序号：194 

姓名: 张雯(2)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邮编:102200 

电话: 010-80109233 值班(日)010-80122106(夜)80122012 

刑事审判庭 010-80122205 

区法院院长张雯(女，汉族，1968 年 8 月生，新疆乌鲁木齐人，北京大学法律学专业大学毕业，中国

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专业在职研究生，管理学硕士。1997 年 12 月加入中共。1990 年 7 月参加工

作。现任副院长代理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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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9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秀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编号: 64393 

序号：195 

姓名: 王世宽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邮编:102200 

电话: 010-80109233 值班(日)010-80122106(夜)80122012 

刑事审判庭 010-801222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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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王世宽：办 010-8012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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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9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秀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编号: 64394 

序号：196 

姓名: 路玉国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邮编:102200 

电话: 010-80109233 值班(日)010-80122106(夜)80122012 

刑事审判庭 010-8012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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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9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秀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编号: 64395 

序号：197 

姓名: 张玉霞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邮编:102200 

电话: 010-80109233 值班(日)010-80122106(夜)80122012 

刑事审判庭 010-8012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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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9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秀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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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4396 

序号：198 

姓名: 许宏飞 

职务: 保安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白庙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白庙村 邮编：102209 

电话:（村民委员会）0108178531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9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秀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编号: 64397 

序号：199 

姓名: 王景海 

职务: 治保主任 

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白庙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白庙村 邮编：102209 

电话:（村民委员会）01081785314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9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秀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编号: 64459 

序号：200 

姓名: 李彬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 区外环西路 16 号 邮编: 100070 

电话: 010-63729803 63725856 63729885 83682289 83682199 83681278 

所长李彬 (警号 04212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45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丰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碧仙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4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4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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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4460 

序号：201 

姓名: 李子鹏 

职务: 富丰园社区片警 

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 区外环西路 16 号 邮编: 100070 

电话: 010-63729803 63725856 63729885 83682289 83682199 83681278 

富丰园社区片警李子鹏:1581080858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46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丰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碧仙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458 

  

编号: 65000 

序号：202 

姓名: 林兆波 (2) 

职务: 局长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 8 号 邮编：101300 

电话：(分局)办公室 010-69440212 法制处 010-69420742 

(国保支队) 010- 6942495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茹兰、孙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编号: 65001 

序号：203 

姓名: 付建军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支队）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 8 号 邮编：101300 

电话：(分局)办公室 010-69440212 法制处 010-69420742 

(国保支队) 010- 6942495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46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4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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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茹兰、孙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编号: 65001 

序号：204 

姓名: 付建军 

职务: 副局长（分管国保支队）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 8 号 邮编：101300 

电话：(分局)办公室 010-69440212 法制处 010-69420742 

(国保支队) 010- 6942495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茹兰、孙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编号: 65002 

序号：205 

姓名: 姚蕾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 8 号 邮编：101300 

电话：(分局)办公室 010-69440212 法制处 010-69420742 

(国保支队) 010- 69424957 

警察姚蕾：010-6942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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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茹兰、孙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编号: 65002 

序号：206 

姓名: 姚蕾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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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 8 号 邮编：101300 

电话：(分局)办公室 010-69440212 法制处 010-69420742 

(国保支队) 010- 69424957 

警察姚蕾：010-6942495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茹兰、孙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编号: 65003 

序号：207 

姓名: 张豫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新顺南街 19 号 邮编：101300 

电话：办公室 010-81496801 值班室 010-81496835 侦查监督处（批捕）010-81496807 

区检察院检察长张豫：010-8149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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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茹兰、孙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编号: 65004 

序号：208 

姓名: 王鹏磊 

职务: 检察官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新顺南街 19 号 邮编：101300 

电话：办公室 010-81496801 值班室 010-81496835 侦查监督处（批捕）010-81496807 

检察官王鹏磊：010-5955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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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茹兰、孙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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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5005 

序号：209 

姓名: 李旭辉 

职务: 院长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 邮编：101300 

电话：办公室 010-69444921 010-69434111 刑事审判庭 010-69444395 

公诉处 010-81496809 010-81496810 010-81496812 

区法院院长李旭辉：010-6944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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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茹兰、孙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编号: 65006 

序号：210 

姓名: 白玉龙 

职务: 法官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 邮编：101300 

电话：办公室 010-69444921 010-69434111 刑事审判庭 010-69444395 

公诉处 010-81496809 010-81496810 010-81496812 

法官白玉龙：办公室 010-6943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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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茹兰、孙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编号: 65007 

序号：211 

姓名: 鲁忠华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顺义区木林镇 (56 号木林派出所) 邮编：101314 

电话：010-60456202 60456291 8148508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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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茹兰、孙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编号: 65008 

序号：212 

姓名: 徐桂来 

职务: 治保主任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顺义区顺焦路木林镇东沿头村 邮编：101300 

电话：(村民委员会)01060456253 

村治保主任徐桂来：010-60457181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8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茹兰、孙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编号: 65009 

序号：213 

姓名: 孟璐 

职务: 管教 

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泥河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顺义马坡镇泥河 看守所特 1 号 邮编:101300 

电话: (看守所)狱审科 010-69402978 

执行科 010-6942611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茹兰、孙秀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编号: 65071 

序号：214 

姓名: 李江 

职务: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委 区政法委 610)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 号 邮编: 1024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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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政法委)办公室 89350077 (区 610) 010-89355271 89350447 

传真 89355972 

传真 89350067 

办公室(010)89350077 010-89350478 

政治部(010)89350479 

综治办(010)8935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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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71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秀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追查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玉珍、杨洋母子的责任人的通

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19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编号: 65072 

序号：215 

姓名: 孙玲玲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政通路 14 号 邮编: 102488 

电话: 010-8138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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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72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秀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编号: 65073 

序号：216 

姓名: 艾洋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政通路 14 号 邮编: 102488 

电话: 010-8138981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7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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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7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秀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编号: 65074 

序号：217 

姓名: 邵明艳 

职务: 院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0 号 邮编: 102488 

电话/传真: 010-89366877 

举报投诉 010-89368866-8604 89364837  

区法院院长邵明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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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7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秀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编号: 65075 

序号：218 

姓名: 董杰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0 号 邮编: 102488 

电话/传真: 010-89366877 

举报投诉 010-89368866-8604 8936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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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7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秀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编号: 65076 

序号：2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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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玉萍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0 号 邮编: 102488 

电话/传真: 010-89366877 

举报投诉 010-89368866-8604 8936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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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7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秀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编号: 65077 

序号：220 

姓名: 娄淑菊 

职务: 陪审员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0 号 邮编: 102488 

电话/传真: 010-89366877 

举报投诉 010-89368866-8604 8936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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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77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秀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编号: 65078 

序号：221 

姓名: 张琳琳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0 号 邮编: 102488 

电话/传真: 010-89366877 

举报投诉 010-89368866-8604 8936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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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7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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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秀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编号: 65079 

序号：222 

姓名: 郭志海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长营村 邮编: 102488 

电话: 010-8035887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79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许秀芬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编号: 65080 

序号：223 

姓名: 李艳青 

职务: 所长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周口店大街 2 号 邮编：102405 

电话：010-6930137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80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公安分局迫害依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陈玉珍、杨洋母子的责任人的通

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19 

  

编号: 65223 

序号：224 

姓名: 王玉友 

职务: “610 办公室”成员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 区政法委 610)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 号  邮编：102401 

电话：(区委)办公室 010-89350001 (区政法委) 办公室 89350077  

(区 610)010-89355271 89350447 

综治办(010)89350079 传真 010-89350067 

“610”办公室成员王玉友：137111522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9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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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23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编号: 65224 

序号：225 

姓名: 李祥 

职务: “610 办公室”成员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委 区政法委 610)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 号  邮编：102401 

电话：(区委)办公室 010-89350001 (区政法委) 办公室 89350077  

(区 610)010-89355271 89350447 

综治办(010)89350079 传真 010-89350067 

“610”办公室成员李祥：1380123580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24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编号: 65225 

序号：226 

姓名: 安春明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正通路 16 号 邮编：102488 

电话：010-81389110 010-80189140 局长接待电话 010-81389187 8138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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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25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编号: 65226 

序号：227 

姓名: 张洪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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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公诉科 

单位: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4 号 邮编：102488 

电话：010-8138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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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2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房山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