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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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责任人系统: “610”系统;  

编号: 71197 
姓名: 杨丽斌 
职务: “610 办公室”主任、狱政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507 号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邮编：15006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7 
序号：1 

编号: 71225 
姓名: 赵常春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 “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政法委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路 1 号 
      邮编：2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23 

      山东省烟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东烟台市招远市温泉路 308 号  
      邮编: 265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2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25 
序号：2 

编号: 71280 
姓名: 吴自恒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安庆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安徽省安庆市振风大道东部新城综合写字楼  安庆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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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464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7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80 
序号：3 

编号: 71834 
姓名: 姜鑫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吉林大街 76 号 政法委 
      邮编：13201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3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34 
序号：4 

编号: 71867 
姓名: 陈建君 
职务: “610 办公室”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宜州市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中山大道 宜州市公安局 
      邮编：54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867 
序号：5 

编号: 71936 
姓名: 史志刚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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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政府办公楼北楼三楼 桦南县政法委 
      邮编：15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3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936 
序号：6 

编号: 72122 
姓名: 李炳辉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紫气大路  四平市公安局 
      邮编：13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2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22 
序号：7 

编号: 72383 
姓名: 张德刚 
职务: 邪教支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保卫路 100 号  
      邮编：1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8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83 
序号：8 

编号: 72684 
姓名: 康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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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防邪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 319 号区政府大楼 番禺区政法委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4 
序号：9 

编号: 72686 
姓名: 李进荣 
职务: 防邪办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 319 号区政府大楼 番禺区政法委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6 
序号：10 

编号: 72689 
姓名: 刘玉裕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维稳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 319 号区政府大楼 番禺区政法委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9 
序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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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2691 
姓名: 田军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维稳办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 319 号区政府大楼 番禺区政法委 
      邮编：5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91 
序号：12 

编号: 72737 
姓名: 王长和 
职务: 区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政法委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龙华路 211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34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龙华路 211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3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37 
序号：13 

编号: 72740 
姓名: 胡庆娟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龙华路 211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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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40 
序号：14 

编号: 72741 
姓名: 李步峰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维稳办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龙华路 211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3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41 
序号：15 

编号: 72764 
姓名: 隗有清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政法委 
      (区委、区政法委、610 办)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 号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59 

      北京市房山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委、区政法委、610 办)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 号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64 
序号：16 

编号: 72868 
姓名: 刘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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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西省新余市逾水区抱石大道东路 32 号 区政法委 
      邮编：338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68 
序号：17 

编号: 73238 
姓名: 张树群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十堰市北京路行政中心  市政法委 
      邮编：44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3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38 
序号：18 

编号: 73251 
姓名: 刘杰 （2）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武当路 71 号政府大楼  区政法委  
      邮编：4420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51 
序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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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3777 
姓名: 张畔恒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津南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津沽路 186 号  津南区政法委  
      邮编：3003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7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77 
序号：20 

编号: 74224 
姓名: 骆忠山（2） 
职务: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葫芦岛市政法委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龙湾大街龙程路 市政法委 
      邮编：1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21 

      辽宁省葫芦岛市维稳办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龙湾大街龙程路 市政法委 
      邮编：1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2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24 
序号：21 

编号: 74232 
姓名: 初大明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维稳办主任（分管防邪）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政法委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锦葫路 51 号 
      邮编：125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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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维稳办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锦葫路 51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25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3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32 
序号：22 

编号: 74301 
姓名: 李扬中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2000 号 罗湖区委政法委 
      邮编：518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98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2000 号 罗湖区委政法委 
      邮编：518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9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01 
序号：23 

编号: 74391 
姓名: 谢力文 
职务: 副书记（分管维稳、防范）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610 办）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桃园东路 2 号区委大楼 A 栋 12 楼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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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91 
序号：24 

编号: 74409 
姓名: 张晋村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610）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中心城区政府大楼 9 楼  区政法委  
      邮编：51817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6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09 
序号：25 

编号: 74410 
姓名: 邹湘河 
职务: 防邪办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6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10 
序号：26 

编号: 74502 
姓名: 陈德新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政法委 
      （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重庆市合川区希尔安大道 222 号   合川区政法委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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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合川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重庆市合川区希尔安大道 222 号   合川区政法委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2 
序号：27 

编号: 74503 
姓名: 何阳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合川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重庆市合川区希尔安大道 222 号   合川区政法委 
      邮编：4015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49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503 
序号：28 

编号: 74624 
姓名: 陈明德 
职务: 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市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79 

      广东省广州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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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4 
序号：29 

编号: 74625 
姓名: 赵江华 
职务: 一处副处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5 
序号：30 

编号: 74626 
姓名: 王华 
职务: 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 30 号 广州市政法委  
      邮编︰51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26 
序号：31 

编号: 74648 
姓名: 郭静之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委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越华路 183 号 14 楼  越秀区政法委  
      邮编：51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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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广州市越华路 183 号 14 楼  越秀区政法委  
      邮编：51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8 
序号：32 

编号: 74688 
姓名: 王少华 
职务: 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市“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洪公祠 1 号 南京市公安局  
      邮编：21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87 

      江苏省南京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 41 号 40 号楼 南京市政法委 
      邮编：21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8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88 
序号：33 

编号: 74736 
姓名: 刘建福 
职务: 民族宗教与反邪教大队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 280 号 平顶山市公安局 
      邮编：46709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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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6 
序号：34 

编号: 74737 
姓名: 白峰涛 
职务: 民族宗教与反邪教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 280 号 平顶山市公安局 
      邮编：46709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37 
序号：35 

编号: 74920 
姓名: 黄莉萍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政法委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7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0 
序号：36 

编号: 74922 
姓名: 伍永胜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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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政法委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7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维稳办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22 
序号：37 

编号: 75087 
姓名: 吴森 
职务: 副书记（分管综治、维稳）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宝岗路 1 号  海珠区政法委 
      邮编：510220 海珠区政府旧址为宝岗路 1 号，在 2010 年迁出，新址: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大道南 999 号，邮编：510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3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87 
序号：38 

编号: 75088 
姓名: 周慧萌 
职务: 区政法委副书记、区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政法委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宝岗路 1 号  海珠区政法委 
      邮编：510220 海珠区政府旧址为宝岗路 1 号，在 2010 年迁出，新址: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大道南 999 号，邮编：510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38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9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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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0260 
       
      地址 2：（区政法委、 综治办、 维稳办）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 368 号 8 楼  
      邮编：510240 
       
      地址 3：广州海珠区晓港中马路 39 号 
      邮编：51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3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88 
序号：39 

编号: 75101 
姓名: 易文胜 
职务: 纪委书记 (兼任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大昌岗街道办事处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晓港中马路 147 号 
      邮编：51026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09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01 
序号：40 

编号: 75126 
姓名: 柳大刚 
职务: 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公安局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青年路 县公安局  
      邮编：11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2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126 
序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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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5262 
姓名: 何铭泉 
职务: 综治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维稳办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999 号 
      邮编：510260 
       
      地址 2：（区政法委、 综治办、 维稳办）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 368 号 8 楼  
      邮编：510240 
       
      地址 3：广州海珠区晓港中马路 39 号 
      邮编：51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62 
序号：42 

编号: 75263 
姓名: 孙焕然 
职务: 维稳科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维稳办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999 号 
      邮编：510260 
       
      地址 2：（区政法委、 综治办、 维稳办）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 368 号 8 楼  
      邮编：510240 
       
      地址 3：广州海珠区晓港中马路 39 号 
      邮编：51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4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63 
序号：43 

编号: 75285 
姓名: 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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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昌吉路 202 弄 6 号（五楼）安亭镇综治办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5 
序号：44 

编号: 75286 
姓名: 冯艳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昌吉路 202 弄 6 号（五楼）安亭镇综治办 
      邮编：2018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286 
序号：45 

编号: 75366 
姓名: 王洪云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委政法委 
      邮编：653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366 
序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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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5447 
姓名: 张磊（2） 
职务: 亳州市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政法委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希夷大道 588 号 
      邮编：2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4 

      安徽省亳州市维稳办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希夷大道 588 号 
      邮编：2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47 
序号：47 

编号: 75457 
姓名: 李新杰 
职务: 维稳办、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维稳办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永安街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3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永安街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7 
序号：48 

编号: 75510 
姓名: 王子臣 
职务: 主任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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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永安街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0 
序号：49 

编号: 75511 
姓名: 张学礼 
职务: 副主任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永安街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1 
序号：50 

编号: 75512 
姓名: 乔峰 
职务: 主任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政法委 维稳办）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永安街  
      邮编：2368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45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12 
序号：51 

编号: 75524 
姓名: 吕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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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抚宁区委、区政府）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金山大街 2 号 
      邮编：06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2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24 
序号：52 

编号: 75525 
姓名: 张英（2）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抚宁区委、区政府）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金山大街 2 号 
      邮编：06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2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25 
序号：53 

编号: 75562 
姓名: 孙涛（2）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中街 58 号  县政法委 
      邮编：065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6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562 
序号：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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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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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60 
姓名: 姚志凯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县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贵州省荔波县政法委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玉屏街道新政府办公大楼 0513 
      邮编：55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58 

      贵州省荔波县维稳办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玉屏街道新政府办公大楼 0513 
      邮编：55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5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贵州,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60 
序号：55 

编号: 75791 
姓名: 于久翔 
职务: 防邪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日坛北街 33 号 
      邮编: 1000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7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91 
序号：56 

编号: 75800 
姓名: 赵忠孜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邢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北省邢台市新西街 166 号  邢台市政法委 
      邮编：054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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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00 
序号：57 

编号: 75851 
姓名: 李君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300 号  洪山区政法委 
      邮编：4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1 
序号：58 

编号: 75852 
姓名: 岳朝霞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300 号  洪山区政法委 
      邮编：43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52 
序号：59 

编号: 76259 
姓名: 邱慧萍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610）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创业一路 1 号区委区政府办公楼  宝安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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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8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74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创业一路 1 号区委区政府办公楼  宝安区政法委  
      邮编：518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7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259 
序号：60 

编号: 76304 
姓名: 石兰波 
职务: 主任、合议庭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千山路 99-1 号  黑龙江省防范办 
       邮编：15009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8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04 
序号：61 

编号: 76309 
姓名: 高歌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健康街 74 号  依兰县政法委 
      邮编：154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0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09 
序号：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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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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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79 
姓名: 王俊哲 
职务: 反邪教教育转化处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南路 25 号 
      邮编：1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3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79 
序号：63 

编号: 76380 
姓名: 谢永峰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鞍山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南路 25 号 
      邮编：1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2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80 
序号：64 

编号: 76381 
姓名: 王飞鹏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鞍山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南路 25 号 
      邮编：1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2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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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81 
序号：65 

编号: 76382 
姓名: 郝艳国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鞍山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南路 25 号 
      邮编：1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32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82 
序号：66 

编号: 76392 
姓名: 张贵平 
职务: 副主任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阳泉市南大街 21 号 阳泉市政法委 
       邮编：0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2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92 
序号：67 

编号: 76394 
姓名: 刘丽芳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东大街 46 号  平定县政法委 
       邮编：04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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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394 
序号：68 

编号: 76782 
姓名: 周延山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政法委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昌盛街 379 号  庄河市政法委  
      邮编：11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778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维稳办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昌盛街 379 号  庄河市政法委  
      邮编：11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78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782 
序号：69 

编号: 76894 
姓名: 王江（2）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610 办公室”（防范办） 
      （政法委、6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健康路 2 号 
      邮编：83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0 

      新疆自治区司法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路 27 号  自治区司法厅 
      邮编：83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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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894 
序号：70 

编号: 76960 
姓名: 付合全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淮河路 10 号  漯河市政法委  
      邮编：462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5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60 
序号：71 

编号: 77033 
姓名: 刘明玮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杭州路 88 号 巡警大队院内 平度市政法委 
      邮编 : 26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9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033 
序号：72 

编号: 77243 
姓名: 张恒 
职务: 人员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市委、政法委、市 61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新明大街 27 号市政府 1 号楼 16 楼 13 室  
      邮编：161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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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243 
序号：73 

编号: 77405 
姓名: 徐海龙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睢宁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睢宁县永康路 1 号县行政中心  县政法委  
      邮编：22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05 
序号：74 

编号: 77471 
姓名: 于可弟 
职务: 主任 (原任、现任秦淮区信访局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路 1 号 
      邮编：21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71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71 
序号：75 

编号: 77559 
姓名: 张卫（1） 
职务: 主任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怀柔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北京市怀柔区南大街 26 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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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1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1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59 
序号：76 

编号: 77711 
姓名: 黄学斌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政法委 
      地址 1：广东省韶关乐昌市公主上路市政府大楼 乐昌市政法委 
       邮编：512200 
        
       地址 2：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广福路 49 号 市府大楼五楼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9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广福路 49 号 市府大楼五楼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1 
序号：77 

编号: 77712 
姓名: 刘蓝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广福路 49 号 市府大楼五楼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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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2 
序号：78 

编号: 77759 
姓名: 魏彦彦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维稳办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 207 省道西街 64 号  通渭县政法委 
      邮编：74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5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59 
序号：79 

编号: 77817 
姓名: 廖靖武 
职务: 副书记（分工“610 办公室”）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政法委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党政大楼五楼  大通湖区政法委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7 
序号：80 

编号: 77819 
姓名: 欧阳文波 
职务: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区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政法委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党政大楼五楼  大通湖区政法委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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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维稳办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党政大楼五楼  大通湖区政法委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9 
序号：81 

编号: 77820 
姓名: 李超军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党政大楼五楼  大通湖区政法委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0 
序号：82 

编号: 77821 
姓名: 莫宏伟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党政大楼五楼  大通湖区政法委 
      邮编：4132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1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821 
序号：83 

编号: 78019 
姓名: 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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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海门市政法南路 99 号  市政法委 
      邮编：22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19 
序号：84 

编号: 78318 
姓名: 赵小平 
职务: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政法委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 6 号 东城区政法委 
       邮编：10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21 

      北京市东城区维稳办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 6 号 东城区政法委  
      邮编：10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1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18 
序号：85 

编号: 78344 
姓名: 卜海良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无锡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崇宁路 54 号  (市政法委 610 办） 
      邮编：21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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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44 
序号：86 

编号: 78459 
姓名: 吴洧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维稳办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文化路二段 5 号  区政法委  
      邮编 12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45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459 
序号：87 

编号: 78481 
姓名: 李津林 
职务: 政法委专职副书记、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辽阳市政法委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青年大街 35 号 市政法委 
      邮编：11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479 

      辽宁省辽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青年大街 35 号 市政法委 
      邮编：11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4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481 
序号：88 

编号: 78483 
姓名: 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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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辽阳市政法委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青年大街 35 号 市政法委 
      邮编：11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479 

      辽宁省辽阳市维稳办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青年大街 35 号 市政法委 
      邮编：11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48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483 
序号：89 

编号: 78693 
姓名: 赵玉琨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市维稳办（市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大连市政法委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育才街 39 号 大连市政法委  
      邮编：11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64 

      辽宁省大连市维稳办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 87 号金福星大厦八楼  
      邮编：116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66 

      辽宁省大连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 87 号金福星大厦八楼  
      邮编：116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86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693 
序号：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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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9192 
姓名: 高晓东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 2626 号 长春市政法委 
      邮编：130041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78 号  
      邮编：13005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9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92 
序号：91 

编号: 80838 
姓名: 白雪飞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昌图镇政府大路 16 号  昌图县人民政府 
      邮编：112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3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38 
序号：92 

编号: 81099 
姓名: 姚健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 2626 号 长春市政法委 
      邮编：130041 
       
      地址 2：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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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3005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19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099 
序号：93 

编号: 81102 
姓名: 杨春得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610 办公室”（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 5379 号  
      邮编：13003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2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02 
序号：94 

编号: 81112 
姓名: 陈志诚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兴海路三段 182 号  兴城市政法委 
      邮编：12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9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12 
序号：95 

编号: 81263 
姓名: 姜惠兰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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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6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263 
序号：96 

编号: 81264 
姓名: 魏明天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16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264 
序号：97 

编号: 81297 
姓名: 陈雪松 
职务: 科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政法委、 610 办）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桃园东路 2 号区委大楼 A 栋 12 楼 
      邮编：518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3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297 
序号：98 

编号: 82052 
姓名: 杨君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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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巴南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渝南大道 200 号 巴南区政法委 
       邮编：40132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052 
序号：99 

编号: 82121 
姓名: 刘成武 
职务: 防邪办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什邡市方亭镇亭江东路 34 号   什邡市政法委 
       邮编：618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1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21 
序号：100 

编号: 82334 
姓名: 甘建军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自由街 4 号 大竹县政法委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4 
序号：101 

编号: 82449 
姓名: 马洪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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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政法委 
      地址 1：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大街 1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地址 2：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四段 8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5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大街 1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地址 2：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四段 8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7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维稳办 
      地址 1：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大街 1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地址 2：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四段 8 号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9 
序号：102 

编号: 82933 
姓名: 王博祥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县委 县政法委 县 610）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燕山路 267 号 
       邮编：066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64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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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933 
序号：103 

编号: 83616 
姓名: 王文辉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天宝西路与北关大街交叉口   魏都区政法委 
       邮编: 461000     
        
       地址 2: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路 22 号 
       邮编: 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6 
序号：104 

编号: 84150 
姓名: 杨斌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承德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武烈路 1 号 承德市委政法委 
      邮编：06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21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50 
序号：105 

编号: 84151 
姓名: 徐鼎铭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承德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武烈路 1 号 承德市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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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6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21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151 
序号：106 

编号: 84309 
姓名: 刘铁民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滨水新区滨水路 26 号  辽中区政法委   
       邮编: 11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30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309 
序号：107 

编号: 84814 
姓名: 石明国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西段 2666 号  
       邮编：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7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814 
序号：108 

编号: 84815 
姓名: 关亚杰 
职务: 防范办正处级调研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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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西段 2666 号  
       邮编：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7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815 
序号：109 

编号: 84822 
姓名: 刘凤春 
职务: “610 办公室”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和平东路 14 号 伊春区防邪办 
       邮编: 1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821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公安分局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新兴中大街 121 号 伊春区公安分局  
       邮编：1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82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822 
序号：110 

编号: 85136 
姓名: 任化卿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朝阳市政法委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新华路二段  市政法委 
      邮编︰12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63 

      辽宁省朝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文化路三段 5-2 号 
      邮编︰12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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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36 
序号：111 

编号: 85137 
姓名: 李志庆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朝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文化路三段 5-2 号 
      邮编︰12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6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37 
序号：112 

编号: 86821 
姓名: 田宏平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晋中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市委）山西省晋中市新华街 199 号  
       邮编：030600 
        
         (市政法委、 610 办)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迎宾路 18 号 (天星商务楼三层)  
       邮编：030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2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821 
序号：113 

编号: 87797 
姓名: 张小宏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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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政法委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和平路 133 号   勉县政法委   
       邮编：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5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和平路 133 号   勉县政法委   
       邮编：72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97 
序号：114 

编号: 88121 
姓名: 李成平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维稳办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369 号 江宁区政法委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1 
序号：115 

编号: 88122 
姓名: 贺金鹏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369 号 江宁区政法委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9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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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2 
序号：116 

编号: 88123 
姓名: 朱帮平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369 号 江宁区政法委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9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3 
序号：117 

编号: 88124 
姓名: 王彬 
职务: 成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元大街 369 号 江宁区政法委 
       邮编：21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9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24 
序号：118 

编号: 88488 
姓名: 周磊 
职务: 市维稳办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维稳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瑞莲街 84 号  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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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公安局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彩虹大道南段 1025 号  都江堰市公安局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88 
序号：119 

编号: 88489 
姓名: 徐文海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瑞莲街 84 号  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89 
序号：120 

编号: 88490 
姓名: 黄凯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瑞莲街 84 号  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90 
序号：121 

编号: 88491 
姓名: 帅开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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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纪检组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都江堰市瑞莲街 84 号  市政法委 
       邮编：6118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9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91 
序号：122 

编号: 88954 
姓名: 李根泉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广福路 49 号 市府大楼五楼 
       邮编：51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1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954 
序号：123 

编号: 89791 
姓名: 刘迎涛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中央大街 338 号 孙吴县政法委 
       邮编: 164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8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791 
序号：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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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1511 
姓名: 谢余飞 
职务: 区“610 办公室”“矫正小组”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 387 号   雨城区政法委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1 
序号：125 

编号: 91512 
姓名: 黄洁莹 
职务: 区“610 办公室”“矫正小组”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 387 号   雨城区政法委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2 
序号：126 

编号: 91513 
姓名: 唐丽娟 
职务: 区“610 办公室”“矫正小组”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 387 号   雨城区政法委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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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3 
序号：127 

编号: 91514 
姓名: 李庆华 
职务: 区“610 办公室”“矫正小组”人员（清洁工）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 387 号   雨城区政法委  
       邮编：6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6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14 
序号：128 

编号: 94507 
姓名: 杨雪晶 
职务: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兼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丹东市政法委 
      地址：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银河大街 100 号 丹东市政法委 
       邮编：1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53 

      辽宁省丹东市维稳办 
      地址 1：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银河大街 100 号 丹东市政法委 
       邮编：118000 地址 2：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九纬路 83 号  
       邮编：1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55 

      辽宁省丹东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银河大街 100 号 丹东市政法委 
       邮编：118000 地址 2：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九纬路 83 号  
       邮编：1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5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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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07 
序号：129 

编号: 95128 
姓名: 王荣华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江口镇新平街东段 50 号  平昌县政法委 
       邮编：6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4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28 
序号：130 

编号: 95129 
姓名: 何绍斌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江口镇新平街东段 50 号  平昌县政法委 
       邮编：636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24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129 
序号：131 

编号: 95232 
姓名: 鲍宪 
职务: 原政法委副书记、“610 办公室”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政法委 
      安徽省五河县惠民路 8 号 五河县政法委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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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安徽省五河县惠民路 8 号 五河县政法委   
       邮编: 233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3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32 
序号：132 

编号: 95289 
姓名: 骆建 
职务: “反邪教处”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86 号   
       邮编: 7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1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89 
序号：133 

编号: 95441 
姓名: 李艳福 
职务: 防邪办（“610 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松江中路 87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32012 
        
       地址 2：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松江路 127 号   船营区政法委员会 
       邮编：132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16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441 
序号：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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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5514 
姓名: 王永峰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安阳市解放路 安阳县政府院内 县政法委 
       邮编: 45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5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14 
序号：135 

编号: 95547 
姓名: 孔祥明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政法委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乾佑街党政综合楼 柞水县政法委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63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维稳办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乾佑街党政综合楼 柞水县政法委 
       邮编：71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547 
序号：136 

编号: 95610 
姓名: 刘继荣 
职务: 副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衡水市维稳办 
      河北省衡水市育才南大街 369 号 
       邮编: 0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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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10 
序号：137 

编号: 95615 
姓名: 解长存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防范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政法委 
      河北省衡水市人民路 518 号  桃城区政法委 
       邮编: 0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063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北省衡水市人民路 518 号  桃城区政法委 
       邮编: 0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06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15 
序号：138 

编号: 95649 
姓名: 周建军（3）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区分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北路 35 号  
       邮编: 21512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17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49 
序号：139 

编号: 95675 
姓名: 顾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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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维稳办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奉贤区政法委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宏伟路 24 号  奉贤区政法委 
      邮编：2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700 

      上海市奉贤区维稳办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宏伟路 24 号  奉贤区政法委 
       邮编：20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7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675 
序号：140 

编号: 95744 
姓名: 李国福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大街 173 号  靖宇县政法委 
       邮编: 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4 
序号：141 

编号: 95745 
姓名: 张进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大街 173 号  靖宇县政法委 
       邮编: 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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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5 
序号：142 

编号: 95746 
姓名: 钟宝山 
职务: 人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吉林省靖宇县靖宇大街 173 号  靖宇县政法委 
       邮编: 13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46 
序号：143 

编号: 95762 
姓名: 田浩成 
职务: 主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保定市雄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北省雄县雄州镇河北大街  雄县政法委 
      邮编：0718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85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762 
序号：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