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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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区: 甘肃 

编号: 71556 
姓名: 邓志宏 
职务: 检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检察院 
      酒泉市肃州区阳关路北侧   酒泉市检察院 
       邮编：7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00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56 
序号：1 

编号: 74025 
姓名: 刘远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公安局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桑曲路  合作市公安局 
      邮编：7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25 
序号：2 

编号: 74026 
姓名: 李阳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公安局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桑曲路  合作市公安局 
      邮编：7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2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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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26 
序号：3 

编号: 74030 
姓名: 李晓风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当周街道办司法所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当周街道办事处司法所  
      邮编：7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2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30 
序号：4 

编号: 74032 
姓名: 石桂萍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通钦街道办事处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通钦街道办事处 
       邮编：7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3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32 
序号：5 

编号: 74033 
姓名: 李小风 
职务: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通钦街道办事处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通钦街道办事处 
       邮编：7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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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33 
序号：6 

编号: 74035 
姓名: 买晓军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城南派出所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知合玛路  城南派出所 
      邮编：7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3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35 
序号：7 

编号: 74036 
姓名: 张发海 
职务: 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城南派出所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知合玛路  城南派出所 
      邮编：7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3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36 
序号：8 

编号: 74037 
姓名: 李应 
职务: 副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城南派出所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知合玛路  城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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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4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3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37 
序号：9 

编号: 74069 
姓名: 黄卫红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公安局长庆分局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陇东大道  长庆分局 
      邮编：7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69 
序号：10 

编号: 74070 
姓名: 郁星 
职务: 局长 (原任)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公安局长庆分局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陇东大道  长庆分局 
      邮编：7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70 
序号：11 

编号: 74075 
姓名: 胡小平（2）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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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公安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南大街  庆城县公安局 
      邮编：7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7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75 
序号：12 

编号: 74076 
姓名: 文京沼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公安局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南大街  庆城县公安局 
      邮编：7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7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76 
序号：13 

编号: 74079 
姓名: 刘明瑞 
职务: 审判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法院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北区庆华路 1 号  庆城县法院  
      邮编：7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7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79 
序号：14 

编号: 74080 
姓名: 张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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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民一庭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法院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北区庆华路 1 号  庆城县法院  
      邮编：74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7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0 
序号：15 

编号: 74082 
姓名: 李明（2） 
职务: 院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 1：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弘化西路  庆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745099 
       
      地址 2：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安定东路 23 号 
      邮编：7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2 
序号：16 

编号: 74083 
姓名: 刘衡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 1：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弘化西路  庆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745099 
       
      地址 2：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安定东路 23 号 
      邮编：7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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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3 
序号：17 

编号: 74084 
姓名: 陈金学 
职务: 代理审判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 1：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弘化西路  庆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745099 
       
      地址 2：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安定东路 23 号 
      邮编：7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4 
序号：18 

编号: 74085 
姓名: 王薇 
职务: 法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 1：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弘化西路  庆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745099 
       
      地址 2：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安定东路 23 号 
      邮编：7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5 
序号：19 

编号: 74086 
姓名: 安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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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员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中级法院 
      地址 1：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弘化西路  庆阳市中级法院 
      邮编：745099 
       
      地址 2：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安定东路 23 号 
      邮编：7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6 
序号：20 

编号: 74088 
姓名: 石广文 
职务: 公诉人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检察院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朔州西路 5 号  庆阳市检察院  
      邮编：7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88 
序号：21 

编号: 74091 
姓名: 马玉民 
职务: 华池县刑警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公安局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华吴路 126 号  华池县公安局 
      邮编：74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9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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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91 
序号：22 

编号: 77757 
姓名: 董治军 
职务: 书记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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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5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57 
序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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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编号: 77761 
姓名: 陈怀军 
职务: 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公安局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中华路 45 号  通渭县公安局 
      邮编：7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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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61 
序号：25 

编号: 77762 
姓名: 包汉洲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公安局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中华路 45 号  通渭县公安局 
      邮编：7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60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62 
序号：26 

编号: 77763 
姓名: 苏发荣 
职务: 刑侦队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公安局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中华路 45 号  通渭县公安局 
      邮编：74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6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63 
序号：27 

编号: 77765 
姓名: 王志强 
职务: 所长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鸡川派出所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鸡川镇许家堡村上前川社  鸡川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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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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433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6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65 
序号：28 
 


