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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编号: 66215 

序号：1 

姓名: 罗诚 

职务: “610办公室”主任 

单位: 四川省邻水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 办) 四川省邻水县红旗路 6 号  邮编：638500 

电话： 082-63222656 0826-3227038 

县“610 办公室”主任罗诚：0826-322969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1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16 

序号：2 

姓名: 江波 

职务: “610办公室”成员 

单位: 四川省邻水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 办) 四川省邻水县红旗路 6 号  邮编：638500 

电话： 082-63222656 0826-3227038 

县“610 办公室”成员江波(市宣传科负责人)：15378433222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1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17 

序号：3 

姓名: 杜月平 

职务: “610办公室”成员 

单位: 四川省邻水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政法委 610 办) 四川省邻水县红旗路 6 号  邮编：638500 

电话： 082-63222656 0826-3227038 

县“610 办公室”杜月平(市政研科长)：0826-2203669 189803389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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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1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18 

序号：4 

姓名: 罗中瑞 

职务: 局长 

单位: 四川省邻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古邻大道 4 号 邮编：638500 

电话：(县公安局)0826-3222295 办公室 0826-3239626 值班 0826-3222811 传真 0826-3222127 

(国保大队)0826-3224840  0826-3234625 

县公安局局长罗中瑞：10826-32296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1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19 

序号：5 

姓名: 李远纪 

职务: 局长（原任，现任广安市政法委副书记）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古邻大道 4 号 邮编：638500 

电话：(县公安局)0826-3222295 办公室 0826-3239626 值班 0826-3222811 传真 0826-3222127 

(国保大队)0826-3224840  0826-3234625 

县公安局局长李远纪（原任，现任广安市政法委副书记）：13882659678  广安市政法委地址 四川省

广安市广安区北仓路 178 号  邮编 638000 电话 0826-234707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1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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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220 

序号：6 

姓名: 范江渝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原任)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古邻大道 4 号 邮编：638500 

电话：(县公安局)0826-3222295 办公室 0826-3239626 值班 0826-3222811 传真 0826-3222127 

(国保大队)0826-3224840  0826-3234625 

国安大队长范江渝(原任) ：3232198 1390828256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21 

序号：7 

姓名: 林海峰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古邻大道 4 号 邮编：638500 

电话：(县公安局)0826-3222295 办公室 0826-3239626 值班 0826-3222811 传真 0826-3222127 

(国保大队)0826-3224840  0826-3234625 

  

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22 

序号：8 

姓名: 何建琼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古邻大道 4 号 邮编：638500 

电话：(县公安局)0826-3222295 办公室 0826-3239626 值班 0826-3222811 传真 0826-3222127 

(国保大队)0826-3224840  0826-32346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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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23 

序号：9 

姓名: 张春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城东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 城东派出所 邮编：638500 

电话：0826-3221211 0826-3220663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24 

序号：10 

姓名: 甘斌 

职务: 所长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城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人民路北段 邮编：638500 

电话：0826-325363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25 

序号：11 

姓名: 王常东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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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城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人民路北段 邮编：638500 

电话：0826-325363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26 

序号：12 

姓名: 贾林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城北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人民路北段 邮编：638500 

电话：0826-325363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27 

序号：13 

姓名: 姜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丰禾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丰禾镇新华街  邮编：638512 

电话：0826-361300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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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228 

序号：14 

姓名: 林静慧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  公安局看守所 邮编：638500 

电话：0826-3222293 0826-3253253 0826-323471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30 

序号：15 

姓名: 邹玲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四川省成都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洪光村 龙洪路 200 号 邮编：610108 

电话：咨询 028-84898358 028-84898191 6 监区办公室 028-8489828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31 

序号：16 

姓名: 田利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成都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洪光村 龙洪路 200 号 邮编：610108 

电话：咨询 028-84898358 028-84898191 6 监区办公室 028-8489828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1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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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232 

序号：17 

姓名: 成代林 

职务: 检察长（原任） 

单位: 四川省邻水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邻水县胜利街 4 号 邮编：638500 

电话：0826-3222231 传真 0826-3232041 

检察长办公室 0826-322321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邻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编号: 66706 

序号：18 

姓名: 刘福友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市委“610 办公室”主任 (原任)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东平大道 河东行政大楼 邮编：
629000 

(市 610 办)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德胜路 169 号 邮编：629000 

电话：(市政法委)0825-2223135 

(市 610 办)0825-2232233 

单位系统:“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07 

序号：19 

姓名: 朱昌建 

职务: 局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公安分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2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8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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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琼江中路 邮编：629006 

电话：0825-8661110 

区公安分局局长朱昌建：1398250001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08 

序号：20 

姓名: 陆少华 

职务: 大调解中心副主任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人民政府 

地址：(镇政府)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党政办)0825-2861170 书记办 0825-2861168 镇长办 0825-286115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09 

序号：21 

姓名: 孙启富 

职务: 政法委书记 (原任）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人民政府 

地址：(镇政府)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党政办)0825-2861170 书记办 0825-2861168 镇长办 0825-286115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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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710 

序号：22 

姓名: 刘用军 

职务: 政法委书记 (原任）（已亡）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人民政府 

地址：(镇政府)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党政办)0825-2861170 书记办 0825-2861168 镇长办 0825-2861152 

原镇政法委书记刘用军（已亡 男，四十多岁 死于胃癌）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11 

序号：23 

姓名: 钟文福 

职务: 武装部部长 (原任）（已亡）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人民政府 

地址：(镇政府)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党政办)0825-2861170 书记办 0825-2861168 镇长办 0825-2861152 

原镇武装部部长钟文福（已亡 男，41 岁 车祸当场撞死）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12 

序号：24 

姓名: 谭发能 

职务: 政府人员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人民政府 

地址：(镇政府)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党政办)0825-2861170 书记办 0825-2861168 镇长办 0825-28611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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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13 

序号：25 

姓名: 周志军 

职务: 政府人员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人民政府 

地址：(镇政府)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党政办)0825-2861170 书记办 0825-2861168 镇长办 0825-286115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14 

序号：26 

姓名: 唐玉英 

职务: 镇妇女主任 （已亡）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人民政府 

地址：(镇政府)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党政办)0825-2861170 书记办 0825-2861168 镇长办 0825-286115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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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715 

序号：27 

姓名: 王本华 

职务: 政府人员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人民政府 

地址：(镇政府)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党政办)0825-2861170 书记办 0825-2861168 镇长办 0825-286115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16 

序号：28 

姓名: 曾广利 

职务: 政府人员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责任单位：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人民政府 

地址：(镇政府)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党政办)0825-2861170 书记办 0825-2861168 镇长办 0825-286115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17 

序号：29 

姓名: 谭华能 

职务: 警察（现任分水镇派出所当所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0825) 拦江所 8561110 

警察谭华能（现任分水镇派出所当所长）：分水所 0825-8556110 

单位系统:公安；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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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18 

序号：30 

姓名: 刘中云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0825) 拦江所 8561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19 

序号：31 

姓名: 杨超 (2)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0825) 拦江所 8561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20 

序号：32 

姓名: 唐桂书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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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0825) 拦江所 8561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21 

序号：33 

姓名: 陶春明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0825) 拦江所 8561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22 

序号：34 

姓名: 吴存中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 邮编：629009 

电话：(0825) 拦江所 8561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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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23 

序号：35 

姓名: 刘生军 

职务: 支部书记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十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拦江镇 十大队（现在已取消大队和番号，改称村名）

邮编：62900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24 

序号：36 

姓名: 罗顺举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十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拦江镇 十大队（现在已取消大队和番号，改称村名）

邮编：62900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25 

序号：37 

姓名: 杨先贵 

职务: 秘书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十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拦江镇 十大队（现在已取消大队和番号，改称村名）

邮编：62900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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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26 

序号：38 

姓名: 陆少付 

职务: 人员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十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拦江镇 十大队（现在已取消大队和番号，改称村名）

邮编：62900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27 

序号：39 

姓名: 罗顺凯 

职务: 人员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十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拦江镇 十大队（现在已取消大队和番号，改称村名）

邮编：62900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28 

序号：40 

姓名: 陈锡容 

职务: 主任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东平街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东平街  邮编：6290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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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29 

序号：41 

姓名: 潘加福 

职务: 主任 (东平街组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东平街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东平街  邮编：62900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30 

序号：42 

姓名: 李蔑匠 

职务: 主任（已亡）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东平街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东平街  邮编：62900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3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731 

序号：43 

姓名: 彭芳 

职务: 主任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东平街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 玉分路东平街  邮编：6290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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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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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3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均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编号: 66949 

序号：44 

姓名: 郭晓政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黄河东路 99 号 邮编：618000 

电话：（区政法委）电话/传真 0838-2556500 

区政法委副书记、区“610”办公室主任郭晓政：1390273353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4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5 

  

编号: 66950 

序号：45 

姓名: 刘艳 (2) 

职务: 局长 

单位: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教育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屏山街 351 号 旌阳区教育局 邮编：618000 

电话：0838-2828597 0838-2537098 

区教育局局长刘艳：13708100389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5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5 

  

编号: 66951 

序号：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7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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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丁洪军 

职务: 校长 

单位: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南街 邮编：618007 

电话：0838-3800401 

校长丁洪军：13808102235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5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5 

  

编号: 66952 

序号：47 

姓名: 胡礼强 

职务: 副校长 

单位: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中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南街 邮编：618007 

电话：0838-3800401 

副校长胡礼强（主持工作）：13795905702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5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5 

  

编号: 66982 

序号：48 

姓名: 杨明学 

职务: 书记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委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委政法委)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 邮编：628317 

电话：(县政法委)办公室 0839-5208501 0839-6626046 

县委政法委书记杨明学：0839-6600658 13808123698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8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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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83 

序号：49 

姓名: 刘飞 (3) 

职务: 局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汉德街 36 号 邮编：628317 

电话：0839-5208110 传真 0839-5208078 

(县公安局)0839-66201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84 

序号：50 

姓名: 何福华 

职务: 政委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汉德街 36 号 邮编：628317 

电话：0839-5208110 传真 0839-5208078 

(县公安局)0839-662017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85 

序号：51 

姓名: 王治中 

职务: 副局长（负责维稳、分管国保大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汉德街 36 号 邮编：628317 

电话：0839-5208110 传真 0839-52080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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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公安局)0839-6620176 

副局长王治中（负责维稳、分管国保大队）：0839-5208004 1390812351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86 

序号：52 

姓名: 王江珠 

职务: 纪委书记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汉德街 36 号 邮编：628317 

电话：0839-5208110 传真 0839-5208078 

(县公安局)0839-6620176 

纪委书记王江珠（负责联系东宝派出所 国保大队长）：13980153628 

单位系统:公安； 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87 

序号：53 

姓名: 王继纯 

职务: 所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窑沟村 邮编：628317 

电话: (县看守所)0869-6625016 

所长王继纯：1398128350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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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6988 

序号：54 

姓名: 罗生明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窑沟村 邮编：628317 

电话: (县看守所)0869-662501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89 

序号：55 

姓名: 胡永猛 

职务: 所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东宝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东宝镇宝石社区 邮编：628302 

电话：0839-6558110 （镇政府）服务中心 0839-65580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90 

序号：56 

姓名: 何亮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东宝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东宝镇宝石社区 邮编：628302 

电话：0839-6558110 （镇政府）服务中心 0839-65580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8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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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91 

序号：57 

姓名: 全意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东宝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东宝镇宝石社区 邮编：628302 

电话：0839-6558110 （镇政府）服务中心 0839-65580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92 

序号：58 

姓名: 郭力源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东宝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东宝镇宝石社区 邮编：628302 

电话：0839-6558110 （镇政府）服务中心 0839-65580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93 

序号：59 

姓名: 张俊杰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东宝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东宝镇宝石社区 邮编：628302 

电话：0839-6558110 （镇政府）服务中心 0839-655802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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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94 

序号：60 

姓名: 董升礼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修城园区武功街 2 号 邮编：628317 

电话：0839-5208110 传真 0839-520807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95 

序号：61 

姓名: 贾茜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修城园区武功街 2 号 邮编：628317 

电话：0839-5208110 传真 0839-5208078 

公诉人贾茜（贾倩）： 1878123033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96 

序号：62 

姓名: 陈东 

职务: 院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法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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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剑门关大道 16 号 邮编:628317 

电话：0839-520840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6997 

序号：63 

姓名: 杨佰河 

职务: 主审法官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剑门关大道 16 号 邮编:628317 

电话：0839-5208409 

主审法官杨佰河：1898015216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雷燕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编号: 67112 

序号：64 

姓名: 陈正权 

职务: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 四川省资阳市、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府）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广场路 9 号 市机关 1 号楼 1 楼   邮

编：641300 

电话：（市政府）028-26655501  办公室 028-26111086  传真 028-26111086 

地址：（市公安局）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三段 366 号  市公安局办公楼  邮编：641300 

电话：（市公安局）028-26666799  028-26559275  传真 028-25755023 028-26755024 

资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正权（被双规）：（男，1963 年 4 月出生，四川眉山人，1981 年 8 月

参加工作，四川省委党校经济学专业毕业，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2000 年 2 月-2003 年 11 月〉；德阳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副市长〈2003 年 11 月-2007

年 11 月〉；资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2007 年 11 月-至 2015 年 8 月。〉） 

陈正权因涉嫌严重违法，8 月 5 日被免职。9 月 9 日，宣汉县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陈正权立案，案

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单位系统:公安； 国家机关； 被双规；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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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112 

迫害案例:  

 追查原四川省资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正权（被双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7 

  

编号: 67317 

序号：65 

姓名: 曾黄麟 

职务: 院长 

单位: 四川理工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2013 年 11 月 26 日: 四川省纪委对四川理工学院院长曾黄麟进行了立案调

查。 曾黄麟严重违纪，其中部分问题已涉嫌犯罪。日前，省纪委已将该案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单位系统:教育； 被双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17 

迫害案例:  

  

编号: 67324 

序号：66 

姓名: 范昕建 

职务: 校长 

单位: 四川成都中医药大学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教育； 被双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24 

迫害案例:  

  

编号: 67694 

序号：67 

姓名: 曾学军 

职务: 所长 

单位: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三水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三水场镇九一路 北段 邮编：618301 

电话： 0838-5850002 

所长曾学军: 办 5850045 宅 5305529 1370090690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1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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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广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编号: 67695 

序号：68 

姓名: 陈余伟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三水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三水场镇九一路 北段 邮编：618301 

电话： 0838-5850002 

警察陈余伟(副所长): 宅 5195712 13658164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编号: 67696 

序号：69 

姓名: 刘光建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三水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三水场镇九一路 北段 邮编：618301 

电话： 0838-5850002 

警察刘光建：1361810956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编号: 67697 

序号：70 

姓名: 邵家明 

职务:  

单位: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三水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镇政府)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三水镇 邮编：618301 

电话：0838-58500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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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编号: 67698 

序号：71 

姓名: 李顺海 

职务:  

单位: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三水镇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镇政府)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三水镇 邮编：618301 

电话：0838-58500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编号: 67699 

序号：72 

姓名: 郭仁凤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四川省女子监狱 （又名四川简阳养马河服装厂）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简阳市养马镇女子监狱 邮编：641402 

电话：办公室 028-27722172 

狱政科 028-27722911 

教育科 028-27722798 

监察科 028-27722920 

省女子监狱监狱长郭仁凤（女）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9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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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700 

序号：73 

姓名: 贾干 

职务: 所长 

单位: 四川省广汉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看守所)四川德阳市广汉市雒城镇南昌路 邮编：618307 

电话：0838-522284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0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永慧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编号: 67808 

序号：74 

姓名: 林涛 

职务: 副主任 

单位: 四川华西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医疗卫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华西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林涛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7 

  

编号: 68215 

序号：75 

姓名: 苟其松 

职务: 局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区城北金盾街         邮编：62900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1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凤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6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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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216 

序号：76 

姓名: 阳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区城北金盾街         邮编：629000 

国保大队阳军：1388259256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1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凤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编号: 68217 

序号：77 

姓名: 何广川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和平西路 199 号       邮编：629000 

电话：0825-221111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1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凤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编号: 68218 

序号：78 

姓名: 王义禄 

职务: 院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和平西路 158 号       邮编：629000 

电话：0825-29006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1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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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凤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编号: 68219 

序号：79 

姓名: 廖勇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和平西路 158 号       邮编：629000 

电话：0825-290060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1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凤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编号: 68220 

序号：80 

姓名: 周洪波 

职务: 所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富源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兴文街 8 号            邮编:629000 

电话: 0825-262009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2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凤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编号: 68221 

序号：81 

姓名: 毛新 

职务: 监狱长 

单位: 四川省成都龙泉监狱, 成都女子监狱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洪光村 龙洪路 200 号 邮编：610108 

电话：咨询 028-84898358 028-84898191 6 监区办公室 028-84898287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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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2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凤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追查四川省泸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世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编号: 68428 

序号：82 

姓名: 黄朝勇 

职务: “610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 四川省什邡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甚邡市方亭镇亭江东路 34 号         邮编：618400 

电话：（市政法委）0838-8204184；传真：0838-8204184 

（市“610”）0838-8218481；0838-8220610；0838-820418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什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07 

  

编号: 68429 

序号：83 

姓名: 何渝 

职务: 局长 (原任, 现任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秩序处处长) 

单位: 四川省什邡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什邡市方亭镇永宁街 6 号     邮编：618400 

电话：0838-8219189, 8218481, 13909022156 

局長何渝（原任）：办 0838-8199666；手机 13908108678 

  2015 年 11 月起，任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秩序处处长 

  地址：（公安厅交警总队）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 199 号  邮编：610041 

  电话：交警总队：028-87595968 

  地址：（四川省公安厅）四川成都市金盾路九号         邮编：610041 

          公安厅值班电话：028-86301114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9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2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1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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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什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07 

  

编号: 68430 

序号：84 

姓名: 张良 

职务: 政委 (原任, 现任什邡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 

单位: 四川省什邡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什邡市方亭镇永宁街 6 号     邮编：618400 

电话：0838-8219189, 8218481, 13909022156 

政委张良（原任）：办：0838-8219002；手机 13508000019 

  2015 年 12 月起，任什邡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 

  地址：（什邡市政府）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蓥峰北路 1 号              邮编：618400 

  电话：0838-8202929 

  地址：（什邡市公安局）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永宁街 6 号             邮编：618400 

  电话：0838-820294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什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07 

  

编号: 68431 

序号：85 

姓名: 王晓东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四川省什邡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什邡市方亭镇永宁街 6 号     邮编：618400 

电话：0838-8219189, 8218481, 13909022156 

副局长王晓东：办 0838-8219007；手机 1398011283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什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07 

  

编号: 68432 

序号：86 

姓名: 尹亮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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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四川省资阳市城东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池南路城   邮编：641500 

电话：0838-8202394 

副所长尹亮：130883488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什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07 

  

编号: 68433 

序号：87 

姓名: 许才明 

职务: 所长 

单位: 四川省什邡市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看守所   邮编：618400 

（什邡市公安局）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永宁街 6 号         邮编：618400 

电话：0838-8281513；0838-8281354；（什邡市公安局）0838-820294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什邡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晓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07 

  

编号: 68566 

序号：88 

姓名: 衡思红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江阳西路 28 号    邮编：
646000 

电话：（市公安局）0830-3199114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衡思红：13982788098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66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0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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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泸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世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编号: 68567 

序号：89 

姓名: 罗伟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江阳西路 28 号    邮编：
646000 

电话：（市公安局）0830-3199114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罗伟：1355088076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6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泸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世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编号: 68568 

序号：90 

姓名: 沈亚萍 

职务: 国保中队长 

单位: 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江阳西路 28 号    邮编：
646000 

电话：（市公安局）0830-3199114 

国保中队长沈亚萍：办 0830-3199841；1350803626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6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泸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世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编号: 68569 

序号：91 

姓名: 毛汉东 

职务: 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单位: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区公安分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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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区公安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大通路 19 号  邮编：646000 

电话: 0830-2589110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6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泸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世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编号: 68570 

序号：92 

姓名: 彭胜昔 

职务: 院长 

单位: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春雨路 16 号     邮编：646000 

电话：0830-2391434；0830-252000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泸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世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编号: 68571 

序号：93 

姓名: 邓广宇 

职务: 所长 (原任) 

单位: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红星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龙南路       邮编： 

电话：0830-258650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泸州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世康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编号: 68740 

序号：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5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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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黄炜 

职务: 副所长 

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平安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红岭路 99 号 平安派出所 邮编：610100 

电话：028-84882741 

副所长黄炜 1808196109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帮海、李常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6 

  

编号: 68741 

序号：95 

姓名: 李渊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平安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红岭路 99 号 平安派出所 邮编：610100 

电话：028-8488274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帮海、李常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6 

  

编号: 68742 

序号：96 

姓名: 董前志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都南路 651 号 龙泉驿区检察院 邮编：
610100 

电话：028-84852000 028-84849011 

公诉人董前志 028-8484901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2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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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帮海、李常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6 

  

编号: 68743 

序号：97 

姓名: 王泽轩 

职务: 院长 

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都南路 390 号  龙泉驿区法院 邮编：610100 

电话：028-84853176 028-84853175  传真 028-8485304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帮海、李常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6 

  

编号: 68744 

序号：98 

姓名: 金学强 

职务: 院长 

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都南路 390 号  龙泉驿区法院 邮编：610100 

电话：028-84853176 028-84853175  传真 028-84853045 

法官金学强 028-84875415， 028-8487032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帮海、李常秋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6 

  

编号: 68836 

序号：99 

姓名: 何睿 

职务: 国保大队 

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迎宾路 50 号  邮编:637800 

电话：（县公安局）0817-8601451 8609372  8627712  值班 8609372 

（国保大队）0817-862770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7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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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大队何睿（直接办案人员）：0817-862770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蓬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编号: 68837 

序号：100 

姓名: 何坤明 

职务: 所长 

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    邮编：637108 

电话：0817-3450061 

所长何坤明 (警号 084731)：158817314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蓬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编号: 68838 

序号：101 

姓名: 张耀松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    邮编：637108 

电话：0817-3450061 

警察张耀松 (警号 044453）：1589275953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蓬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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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839 

序号：102 

姓名: 李佳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    邮编：637108 

电话：0817-3450061 

警察李佳（警号 084425）：1878077367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蓬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编号: 68840 

序号：103 

姓名: 潘峻峰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    邮编：637108 

电话：0817-3450061 

警察潘峻峰 (警号 084893）：1878178513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蓬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编号: 68841 

序号：104 

姓名: 舒明君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    邮编：637108 

电话：0817-3450061 

警察舒明君（女）：1528177873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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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蓬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编号: 68842 

序号：105 

姓名: 陈克林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    邮编：637108 

电话：0817-3450061 

警察陈克林 ：13890813636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蓬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编号: 68843 

序号：106 

姓名: 吴德强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    邮编：637108 

电话：0817-3450061 

警察吴德强 ：1380827582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蓬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编号: 68844 

序号：107 

姓名: 杜合元 

职务: 公诉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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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扶琴大道 29 号   邮编:637800 

电话: （办公室）值班 0817-8632731  传真 0817-8632735    

公诉科 0817 8632625  8632623 

县检察院公诉人杜合元：公诉科 8632625  8632623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蓬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编号: 68845 

序号：108 

姓名: 袁兵 

职务: 法官 

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相如镇相如大道 151 号   邮编：637800 

电话：（值班）0817-8631633（白天）8631635（夜晚） 传真 0817-8631612 

刑庭（0817）8620216  8631616 

法官袁兵：（0817）8620216  8631616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蓬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建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编号: 68907 

序号：109 

姓名: 杨国庆 

职务: 局长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保安路 32 号 翠屏区公安分局  邮编 644000 

电话：（公安局）0831-8239930 0831-8239910 

电话：（国保大队）0831-8239911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7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6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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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8908 

序号：110 

姓名: 廖旭冰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保安路 32 号 翠屏区公安分局  邮编 644000 

电话：（公安局）0831-8239930 0831-8239910 

电话：（国保大队）0831-823991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8909 

序号：111 

姓名: 谢明彬 

职务: 国保大队副队长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保安路 32 号 翠屏区公安分局  邮编 644000 

电话：（公安局）0831-8239930 0831-8239910 

电话：（国保大队）0831-823991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8910 

序号：112 

姓名: 刁勇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保安路 32 号 翠屏区公安分局  邮编 644000 

电话：（公安局）0831-8239930 0831-82399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0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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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国保大队）0831-823991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8911 

序号：113 

姓名: 肖波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保安路 32 号 翠屏区公安分局  邮编 644000 

电话：（公安局）0831-8239930 0831-8239910 

电话：（国保大队）0831-8239911 

国保警察肖波 1351845184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8912 

序号：114 

姓名: 唐健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保安路 32 号 翠屏区公安分局  邮编 644000 

电话：（公安局）0831-8239930 0831-8239910 

电话：（国保大队）0831-823991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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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913 

序号：115 

姓名: 程中良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保安路 32 号 翠屏区公安分局  邮编 644000 

电话：（公安局）0831-8239930 0831-8239910 

电话：（国保大队）0831-8239911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8914 

序号：116 

姓名: 杨运康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南街 33 号 翠屏区检察院  邮编 644000 

电话：0831-8225718  0831-2386150  0831-8223328  传真：0831-824048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8915 

序号：117 

姓名: 毕宏森 

职务: 副检察长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南街 33 号 翠屏区检察院  邮编 644000 

电话：0831-8225718  0831-2386150  0831-8223328  传真：0831-824048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5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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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8916 

序号：118 

姓名: 王生东 

职务: 公诉人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南街 33 号 翠屏区检察院  邮编 644000 

电话：0831-8225718  0831-2386150  0831-8223328  传真：0831-824048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8917 

序号：119 

姓名: 杨光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南岸街道蜀南大道西段 1 号  翠屏区法院 邮编 

644002 

电话：0831-2332081 0831-2332967 

电话/传真：0831-233649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8918 

序号：120 

姓名: 申伯英 

职务: 审判员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南岸街道蜀南大道西段 1 号  翠屏区法院 邮编 

64400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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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31-2332081 0831-2332967 

电话/传真：0831-233649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8919 

序号：121 

姓名: 唐娅洲 

职务: 书记员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南岸街道蜀南大道西段 1 号  翠屏区法院 邮编 

644002 

电话：0831-2332081 0831-2332967 

电话/传真：0831-233649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8920 

序号：122 

姓名: 唐冬斌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南岸贸易路 3 号  宜宾市中级法院 邮编 644002 

电话：0831-2332967 0831-2322330 办公室 0831-2322312 传真：0831-232231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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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921 

序号：123 

姓名: 黄云 

职务: 立案庭人员 

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南岸贸易路 3 号  宜宾市中级法院 邮编 644002 

电话：0831-2332967 0831-2322330 办公室 0831-2322312 传真：0831-2322311 

立案庭人员黄云  (立案庭) 0831-2332310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心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编号: 69390 

序号：124 

姓名: 刘城 

职务: 书记 

单位: 四川省彭州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政法委）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镇南大街 邮编：611930 

电话：（市政法委）028-83701722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彭州市关口派出所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蔡道凤、张玉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7 

  

编号: 69391 

序号：125 

姓名: 刘杨 

职务: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单位: 四川省彭州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政府）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金彭东路 81 号  邮编: 611930 

电话: （政府办)83871159 

地址: （市公安局）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朝阳北路 58 号  邮编:611930 

电话:  028-83871027  028-83871025  028-83871842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9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8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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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彭州市关口派出所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蔡道凤、张玉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7 

  

编号: 69392 

序号：126 

姓名: 图伟 

职务: 所长 

单位: 四川省彭州市关口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彭白路  邮编: 611941   

电话: 028-83836067  028-83817027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彭州市关口派出所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蔡道凤、张玉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7 

  

编号: 69393 

序号：127 

姓名: 李毅 

职务: 所长 

单位: 四川省彭州市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公安局)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朝阳北路 58 号  邮编: 611930   

电话: (市公安局) 028-83871027、83871025 、 83871842 转市拘留所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彭州市关口派出所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蔡道凤、张玉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7 

  

编号: 69394 

序号：128 

姓名: 杨莉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彭州市拘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市公安局)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朝阳北路 58 号  邮编: 6119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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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市公安局) 028-83871027、83871025 、 83871842 转市拘留所 

警察杨莉：13628019788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彭州市关口派出所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蔡道凤、张玉菊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7 

  

编号: 70639 

序号：129 

姓名: 安宗明 

职务: 书记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县政法委）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解放路西段 196 号 邮编 : 628400 

电话 : （县政法委）0839-5222210   办 0839-5227907 

县政法委书记安宗明：0839-5222210  办 0839-5227907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40 

序号：130 

姓名: 李仕军 

职务: 书记 (原任）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县政法委）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解放路西段 196 号 邮编 : 628400 

电话 : （县政法委）0839-5222210   办 0839-5227907 

县政法委书记李仕军（原任，2016 年 4 月前）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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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641 

序号：131 

姓名: 张家和 

职务: 局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628400 

电话:（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编号: 70642 

序号：132 

姓名: 罗小龙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原任）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628400 

电话:（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43 

序号：133 

姓名: 李平 (4)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628400 

电话:（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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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编号: 70644 

序号：134 

姓名: 杨聪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628400 

电话:（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警察杨聪：宅 839522053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编号: 70645 

序号：135 

姓名: 孔泽学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628400 

电话:（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警察孔泽学：1398125611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编号: 70646 

序号：1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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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苟东生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628400 

电话:（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编号: 70647 

序号：137 

姓名: 张芝先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628400 

电话:（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编号: 70648 

序号：138 

姓名: 冉朝波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628400 

电话:（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8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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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49 

序号：139 

姓名: 赵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628400 

电话:（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50 

序号：140 

姓名: 张云 (2)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628400 

电话:（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警察张云：1390812611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编号: 70651 

序号：141 

姓名: 杨天旭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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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628400 

电话:（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警察杨天旭 1398126738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编号: 70652 

序号：142 

姓名: 李凤润 

职务: 主任 (原任）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 610 办）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解放路西段 196 号 邮编 : 628400 

电话 :（县 610 办）0839－5224292 0839-522429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编号: 70653 

序号：143 

姓名: 姚会诊 

职务: 成员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 610 办）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解放路西段 196 号 邮编 : 628400 

电话 :（县 610 办）0839－5224292 0839-5224299 

县“610 办公室”成员姚会诊：0839－5224292 0839-5224299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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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54 

序号：144 

姓名: 杨志宏 

职务: 检察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检察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检察院）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94 号 邮编 : 

628400 

电话 :（县检察院）0839-5222361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55 

序号：145 

姓名: 舒强 

职务: 院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检察院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法院）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街 298 号   邮编 : 

628400 

电话 :（县法院）0839-5203170 0839-5203192  刑庭 0839-5203199  5203165 

县法院院长舒强：0839-5203198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56 

序号：146 

姓名: 刘大军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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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检察院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法院）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街 298 号   邮编 : 

628400 

电话 :（县法院）0839-5203170 0839-5203192  刑庭 0839-5203199  5203165 

县法院副院长刘大军：0839-52030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57 

序号：147 

姓名: 彭代荣 

职务: 刑事庭庭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检察院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法院）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街 298 号   邮编 : 

628400 

电话 :（县法院）0839-5203170 0839-5203192  刑庭 0839-5203199  5203165 

县法院刑事庭庭长彭代荣：0839-5203199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58 

序号：148 

姓名: 刘琼 

职务: 审判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检察院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法院）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街 298 号   邮编 : 

628400 

电话 :（县法院）0839-5203170 0839-5203192  刑庭 0839-5203199  52031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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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法院审判长刘琼：0839-5203199  520316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59 

序号：149 

姓名: 王艳丽 

职务: 副庭长, 审判员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检察院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法院）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街 298 号   邮编 : 

628400 

电话 :（县法院）0839-5203170 0839-5203192  刑庭 0839-5203199  5203165 

县法院审判员王艳丽（副庭长）：0839-5203165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60 

序号：150 

姓名: 母永红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 : 628400 

电话 :（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警察母永红：13183564165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6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3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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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61 

序号：151 

姓名: 陈洪先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公安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邮编 : 628400 

电话 :（县公安局）0839-5223928 5203016 （国保大队）8395203035 

警察陈洪先：13981216909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6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62 

序号：152 

姓名: 程皎 

职务: 人员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县 610 办）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解放路西段 196 号 邮编 : 628400 

电话 :（县 610 办）0839－5224292 0839-5224299 

县“610”人员程皎：18308375864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6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63 

序号：153 

姓名: 邓庆国 

职务: 院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市中级法院）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蜀门北路二段 4 号    邮编 : 

6280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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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话 : （市中级法院）0839-322380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6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664 

序号：154 

姓名: 梁晓斌 

职务: 副院长 

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中级法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 （市中级法院）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蜀门北路二段 4 号    邮编 : 

628000 

电话 : （市中级法院）0839-3223807 

单位系统:司法 - 行政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6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苍溪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邓绍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编号: 70835 

序号：155 

姓名: 唐英 

职务: “610办公室”副主任（原任）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政法委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东平大道 河东行政大楼 市政法委 邮编：629000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德胜路 169 号 (市 610 办) 邮编：629000 

电话：(市政法委)0825-2223135  (市 610 办)0825-2232233 

“610” 副主任唐英（2017 年 2 月去职）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3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6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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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0836 

序号：156 

姓名: 许军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和平西路 186 号 遂宁市公安局 邮编：629000 

电话： 0825-2227501 0825-2250099 0825-2226666 0825-2510070 

国保大队长许军 办 0825-2249989 13568708559 宅 0825-231889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3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编号: 70837 

序号：157 

姓名: 郑大双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和平西路 186 号 遂宁市公安局 邮编：629000 

电话： 0825-2227501 0825-2250099 0825-2226666 0825-2510070 

国保大队长郑大双 13909068180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3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编号: 70838 

序号：158 

姓名: 王兴元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和平西路 186 号 遂宁市公安局 邮编：629000 

电话： 0825-2227501 0825-2250099 0825-2226666 0825-2510070 

国保大队警察王兴元 0825-2251077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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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3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编号: 70839 

序号：159 

姓名: 姜琼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和平西路 186 号 遂宁市公安局 邮编：629000 

电话： 0825-2227501 0825-2250099 0825-2226666 0825-2510070 

国保大队警察姜琼 13568700256 

单位系统:国保、政保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3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编号: 70840 

序号：160 

姓名: 邹泽民 

职务: 所长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育才路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遂州中路 363 号  育才路派出所 邮编 629000 

电话：0825-2226220 0825-239106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0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编号: 70841 

序号：161 

姓名: 杨坤智 

职务: 警察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育才路派出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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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遂州中路 363 号  育才路派出所 邮编 629000 

电话：0825-2226220 0825-2391069 

单位系统:公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编号: 70842 

序号：162 

姓名: 刘西平 

职务: 书记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市区犀牛小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编号: 70843 

序号：163 

姓名: 李强 (2) 

职务: 主任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市区犀牛小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家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编号: 70844 

序号：164 

姓名: 何红梅 

职务: 工作人员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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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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位: 四川省遂宁市和平路居委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编号: 70845 

序号：165 

姓名: 黄丽君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资中县公民镇，邮编：641200 

通信地址：四川省资中楠木寺 13－3 信箱  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劳教所 

电话：0832-5212600 管教科 0832-5212174 0832-5212050，传真：0832-5212057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编号: 70846 

序号：166 

姓名: 陈丽丽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资中县公民镇，邮编：641200 

通信地址：四川省资中楠木寺 13－3 信箱  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劳教所 

电话：0832-5212600 管教科 0832-5212174 0832-5212050，传真：0832-5212057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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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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号: 70847 

序号：167 

姓名: 陈玉君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资中县公民镇，邮编：641200 

通信地址：四川省资中楠木寺 13－3 信箱  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劳教所 

电话：0832-5212600 管教科 0832-5212174 0832-5212050，传真：0832-5212057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编号: 70848 

序号：168 

姓名: 李倩 

职务: 刑事犯 

单位: 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资中县公民镇，邮编：641200 

通信地址：四川省资中楠木寺 13－3 信箱  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劳教所 

电话：0832-5212600 管教科 0832-5212174 0832-5212050，传真：0832-5212057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遂宁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邓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4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9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